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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电（记者龚雯、何欣荣、周蕊、杨
洋）下班回家不看剧，只为撸一波萌宠新表情；
去电影院不追片，只为看一场游戏直播……相
比层出不穷的新门店、新商品，服务消费正以
一股强劲的增长势头、活跃的业态创新，成为
挖掘消费潜力、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瞄准市场红利

上海白领鲁女士从 2017 年开始养了一只
宠物犬，两年来为之消费的金额达到 5 万元。
“它是我的家人，有什么不舒服我们全家都会很
在意。”鲁女士说。

宠物消费升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从追求
数量到追求质量、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业内
预计，中国宠物行业市场规模有望在 5 年后冲
击 5000 亿元大关。

值得一提的还有互联网平台上走俏的“云
饲养”。消费者在提供“代撸猫”的网络卖家中选
一个，支付 5 元、10 元不等，对方会提供一段视
频或照片，包括消费者指定想看的猫咪吃饭、洗
澡、握手等“个性定制化”服务，以满足部分因居
住环境、体质过敏等条件受限的爱宠人士。

直播市场也不断释放新动能。淘宝直播美
妆负责人程林表示，目前淘宝直播有超过 10 万
名主播，其中超过 1 万名是专业主播，她们在今
年的“ 618”中通过直播实现了 130 亿元成交

额，现在每月带货超过 100 万元的直播间已
超过 500 个。

相比格子间里的直播，8 月份国内多家
影院直播了 2019 王者荣耀世冠杯总决赛，引
发市场关注。一些网友表示，爱上了这种游戏
直播形式，视觉体验前所未有；还有音乐盛
典，有机会要好好体验一下。

呈现三大看点

业内人士认为，服务消费蕴藏着巨大的
潜力，特别是餐饮旅游、文化娱乐、健康养生
等领域异彩纷呈，主要有以下三大看点：

——市场规模增长快。统计数据显示，上
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
9 . 9%，快于人均消费支出增速 2 . 4 个百分
点。以北京为例，上半年实现服务性消费额
7282 . 5 亿元，占市场总消费额的 56 . 1%，对
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0 . 4%。

眼下，全国多地正在打造“夜经济”，点燃
了新的消费热情。比如上海野生动物园推出
了国内首个夜间野生动物园特色项目，运营
数周以来，平均每天夜间的客流量达到 3000
人次；北京市百货大楼门前上演的“篮球快
闪”活动，与 2019 年篮球世界杯相呼应……

——小众服务门类多。细分再细分，这是
服务消费的特点。3D 打印咖啡店、周末户外

陪跑、家居物品整理收纳……如今，消费者买
什么、怎么买，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95 后、00 后天生喜欢尝新，个性化服
务正越来越受欢迎，并将成为市场的新趋
势。”贝恩大中华区消费品业务主席邓旻说，
预计接下来十年里，个性定制产品与服务将
不再是企业经营策略的一种“选择品”，而会
成为“必需品”。

——数字创新融合深。以健康服务为例，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等医疗机构正和平安智慧城市联合开展试运
行“远程病房”平台，通过远程会诊、远程查房
等帮助糖尿病患者获得更好的诊疗服务。目
前，平台管理患者 500 余人，月活跃率 70%
以上。

毕马威中国科技与信息业主管合伙人吴
剑林认为，如果数字平台能够激活由厂商、消
费者和第三方服务商所构成的网络，就能形
成一个技术、服务创新的良性循环。平台上的
活跃用户越多，就能吸引越多网络创新技术
和产品的开发者，而这些创新产品反过来吸
引用户，最终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从源头加强高质量服务供给

在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面前，如何
加强高质量的服务供给，成为当务之急。

一是需要放宽市场准入。对此，多地已经
行动起来。今年年中，江苏省下发相关文件，
提出将进一步放宽涉及文化、旅游、体育、健
康、养老、家政和教育培训类服务机构的市场
准入。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副巡视员尹建庆说，
通过构建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支持社会力
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推进服务消费
持续提质扩容。

二是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和平台评价体系
建设。服务消费不像商品消费，看得见、摸得
着，对其质量的评判，往往有赖于事后评价。

上海游客周青告诉记者，今年 8 月份他
携家人去山东烟台游玩，为出行方便，他到汽
车租赁公司租了一辆车。“整个租车、用车过
程都比较顺利，两天后还车时，工作人员却特
别叮嘱说，对于公司的用户调查，建议选‘非
常满意’和‘愿意向其他用户推荐’。”周青说，
重视用户评价是好事，但相关平台的评价体
系还要持续改进，既要防止“恶意差评”，也要
防止“水军”。

三是行业自律也十分关键。一些新兴服
务消费初现时，尚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现有
的政策监管难以面面俱到。中国贸促会研究
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建议，一方面应
以坚持以服务消费者为中心，提升消费者的
体验感和满意度，另一方面应时刻保持自律
意识，避免踩到“政策红线”而昙花一现。

新华社合肥电（记者王菲、吴慧珺）薄如蝉
翼的玻璃什么模样？5G 时代无人驾驶会带来
哪些惊喜？量子技术与现实生活有怎样的融合
交集？2019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各种难得一见
的高精尖制造产品揭开神秘面纱，通过炫酷有
趣的多媒体互动和“沉浸”式体验，让观众感受
创新创造的无穷魅力。

走累了驻足休息，灵巧型机器人手持宝剑
为你舞一段“剑器舞”；渴了，六轴人机协作机械
臂为你倒杯水；饿了，七轴协作机器人“亲手”拿
起零食，体贴地送到你面前；还有手握“大笔杆
子”的轻巧型并联协作机器人与你一起“挥毫泼
墨”……

记者看到，堪称“全明星阵容”的机器人有
的才艺出众、有的憨态可掬，引得不少观众忍不
住亲自上台与机器人“切磋”互动。

“对于工业机器人来说，这些才艺只是他们
的‘业余爱好’，智能工厂才是他们真正大显身手
的地方。”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
监孙高指着正在舞剑的机器人告诉记者，这款机
器人的“手腕”能够实现 360 度旋转，结构也更加
紧凑，适于在狭小空间执行搬运、取料、喷涂等操
作。工业机器人的市场广阔，这几年公司的智能
设备远销欧洲、韩国、东南亚等地。

在哈工大机器人（合肥）国际创新研究院的
展台，一款智能玉石雕刻机器人随时待机，人们
有了创意灵感，通过简单操作，这位“雕刻大师”

就可以按照人的意图制作出心仪的玉饰。
“这款玻璃可以用来做手机、电脑、电视

显示屏基础材料。”蚌埠玻璃研究院科技部的
王小飞说，以前超薄玻璃的核心技术只有国
际上少数几家公司掌握，现在中国不但自主
研发成功，还超越了其他国家。

在高端制造展区，蚌埠玻璃研究院展示
了目前全球使用浮法工艺批量生产的最薄玻
璃。记者看到，与普通玻璃相比，玻璃展台里
的这款玻璃不但薄如蝉翼，而且可以弯曲，让
驻足的观众啧啧赞叹。

受到瞩目的不只超薄玻璃这样的“温柔
淑女”，在高端制造展区内，应流集团的航空
发动机、马钢高铁车轮、中电科集团的通道式
太赫兹人体安检系统等一批拥有硬核科技的
“肌肉型男”也成了“万人迷”。

“这个高温合金叶片是航空发动机的第一
关键部件。以前国际只有几家能做，一片叶片
要卖 100 万元人民币。”应流集团副总裁丁邦
满说，“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突破了‘卡脖子技
术’，现在一些国际航空业龙头企业主动找上
门来寻求合作。”

在无人驾驶汽车体验区，如外太空飞行器
一样的奇瑞 LION智能座舱引来不少市民试
乘。运用无介质全息成像技术和免触屏操控，
想看的东西都呈现在空气中，点击空气中悬浮
的图标，犹如操作触摸屏幕一般，充满科幻感。

“融入 5G+V2X技术完成室内室外协同
高精度的定位技术研发，未来无人驾驶车到
目的地还可以自动找车位停车，到了下班时
间，一键召唤，车会自动等候送你回家。”奇瑞
自动驾驶汽车的现场工作人员说。

同样充满神秘感的量子又会和生活擦
出怎样的火花？在数字经济展区，记者看
到，一款物联网云智能印章吸引了众人的
注意。云玺科技公司董事长童迎伟告诉记
者，这款印章得益于量子密钥分发技术的

赋能，极大地提高了印章的安全性。量子通
信技术在逐步实现与云计算、物联网、人工
智能、智慧城市的跨界融合，未来会诞生出
更多新产品。

“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很快，我希望通过世
界制造业大会寻找到中国的生意合作伙伴！”
在会展的英国馆，来自英国德比郡一家商会
组织的负责人兴奋地对记者说，今年是他第
一次参加世界制造业大会，留下了美好的第
一印象，明年有机会他还要再来中国。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许
舜达、商意盈）坚持数字经济
和制造业“两手抓、两手都要
硬”，形成数字经济和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双引擎”。20
日下午，记者在杭州市召开
的全面实施“新制造业计划”
动员大会上获悉，杭州将推
出“新制造业计划”，计划到
2025 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
到 25000 亿元，规上工业增
加值达到 6800 亿元。

据了解，相较于蓬勃发
展的数字经济，杭州制造业
略显动力不足，亟须破解项
目支撑不够有力、投资结构
不够合理、主导产业不够壮
大、产业层次不够高端、存量
企业服务不够真诚、招大引
强不够精准等问题。

杭州市委主要负责人表
示，制造业是当前杭州最大
的短板，“新制造业计划”是
杭州打造新引擎、打好翻身
仗的根本指引。

根据杭州发布的《关于
实施“新制造业计划”推进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杭州
将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服务化”发展目标，加
快培育、引进战略性新兴产
业，改造提升优势传统产业，
全面整治“低散乱”企业、淘

汰落后产能，形成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双引
擎”，推进杭州新时代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在培育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杭州
将大力发展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
料、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每年招引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项目 100 个以上。期望
通过 5 年左右时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占比达到 50% 以上。

据计划，到 2025 年，杭州工业总产值将
达到 25000 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达到 6800
亿元，年均增长 10%；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达
到 1500 亿元，年均增长 15%。同时，全社会
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达 4%，创建国家
重点实验室 3家、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5家、国
家企业技术中心 45家。

“黑科技”变身“万人迷”2019 世界制造业大会展区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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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消费潜力多大？她养宠两年花 5 万
服务消费以强劲的增长势头和活跃的业态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

“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
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

一段老北京耳熟能详的顺口
溜，形象地反映出老字号曾经在人
们心中的地位。曾几何时，在消费
者心中，“老字号”三个字就是一
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而在消费
“菜单”愈发丰富的今天，面对越
来越多的新选项，消费者对老字号
似乎不再“感冒”。

老字号真的“老”了吗？记者
调查发现，面对不断升级更新的消
费需求，一些老字号企业正在“困
中求变”，越“活”越年轻。

老字号有“新玩法”

“ Q 萌表情包”系列绿豆
糕、极富中国风的荷花酥……很难
想象，这样一家小清新风格的网红
店铺“稻田日记”，竟是拥有 120
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北京稻香村
的子品牌。

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毕国才告诉记者，与传统门
店定位不同，“稻田日记”主要瞄
准年轻消费群体。“根据年轻消费
者喜好，门店推出火龙果旋风卷、
网红茶饮等一系列新中式创新产
品，还会不定期举行线下烘焙体验
活动，很受年轻人欢迎。”

为了对接新生代消费者需求，
近几年一批老字号纷纷推出“小字
号”，如内联升打造副线品牌“大
内联升”，掀起国潮新风尚；东来
顺推出全新子品牌“涮局”，增设
吧台小火锅和特色咖喱锅底，满足
年轻食客的新口味。

除了“开小号”，跨界混搭也
成为不少老字号的“新玩法”。

你喝过“墨水味”的鸡尾酒
吗？今年上半年，老字号品牌“英
雄”联手 RIO 鸡尾酒推出跨界新
品“ R IO×英雄墨水联名鸡尾
酒”，一经推出便成为“网红”产
品。除此之外，大白兔润唇膏、老
干妈卫衣、冷酸灵火锅味牙膏、泸
州老窖香水……老字号跨界混搭擦
出的“火花”超出人们想象。

得益于 AI 和大数据等技术，
一些老字号尝试解锁各式“黑科
技”，在技术助力下走上“潮”
路。五芳斋推出智慧餐厅，扫码、下单、取餐和收盘一键
完成；天津老美华的一家“智慧门店”里，智能“云货
架”、智能试衣架、 3D 量脚仪吸引大批顾客驻足试
穿……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副教授王锐认为，
过去一些老字号企业习惯守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吃老
本”，如今在激烈市场竞争带来的“危机感”之下，越来
越多的老字号企业开始主动转型创新，适应新一代消费者
的需求。

“逆生长”靠什么？

在毕国才看来，主动适应市场变化是北京稻香村越
“活”越年轻的秘诀。

“现代化生产流通方式不断革新，消费者需求也在不
断升级，不管是推出小清新子品牌，还是主动试水 O2O
业务，都是为了紧跟时代步伐和市场变化，不断为品牌注
入新的生命力。”他说，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老字号企
业只有主动做出改变，才能抓住年轻消费者的心。

创新个性表达，抓住情感共鸣是部分老字号重获消费
者青睐的另一重要“法宝”。

“消费升级趋势下，消费者买的不仅是商品本身，更
是商品背后的文化符号和情感共鸣。对老字号企业而言，
不管是跨界‘ CP ’还是文化‘ IP ’，情感营销还是话
题营销，归根结底都是号准了消费者文化审美和情感共振
的脉，赋予产品个性化表达。”王锐说。

互联网和新零售的强势来袭，也为老字号品牌发展注
入新动力。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阿里巴巴平台上 700 多
个中华老字号品牌整体成交金额超 370 亿元，其中成交过
亿元的老字号品牌有 58 个，成交过千万元的有 190 个。
此外，淘宝直播、抖音短视频等形式也成为老字号向年轻
消费者“种草”的新选择。

不管如何改变，品质和匠心始终是老字号不可或缺的
精神内核。天津老美华鞋业服饰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位负责
人告诉记者，从坤尖鞋到杭元鞋，再到津派旗袍、连袖男
装……老美华一直严守“粘、拉、调、配、套”等几十道
制鞋工艺和刺绣、缝制、归拔、沿边等多道做衣步骤，不
管未来企业如何创新发展，代代传承的技艺不能丢，匠心
“质”造的初心不能丢。

唱响中国品牌“好声音”

“保护和发展中华老字号品牌，对于中华老字号中确
需保护的传统技艺，可按相关规定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相关资金……” 8 月公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
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明确提出保护和发展中华老
字号品牌。

在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现代服务业处处长陈
丽芬看来，老字号有着悠远的历史沉淀和文化传承，
是国家宝贵的品牌资源，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
值。擦亮老字号“金招牌”，不仅是为了促进消费，更要
通过老字号向世界讲述中国的品牌故事，展示文化
自信。

如何让老字号唱响中国品牌“好声音”？一些地方正
在行动起来。

武汉实施老字号振兴工程，特别要求加强对老字号原
址原貌的保护，尽量避免盲目拆除与迁建；天津重视体制
机制创新，支持国有老字号企业资产重组，优化股权结
构；上海推出“老字号新电商计划”，未来 3 年，拼多多
将累计投入价值 100 亿元的营销资源，助力百家上海老字
号国民品牌强化品牌认知与份额……

王锐认为，整体来看，老字号企业转型较为成功的
仍属一小部分，距离实现“全面复兴”，未来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很多老字号企业品牌保护意识不强，导致历史资
料缺失、商标被抢注；不少老字号企业经营管理方式仍
残留‘大锅饭’色彩，不适应当前的市场竞争；此外，
如何在传承和创新上找到平衡点，也是老字号企业面临
的共同挑战。”她说。

(记者王雨萧、张漫子）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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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合龙后的沪通长江大桥（9 月 20 日摄）。
9 月 20 日，沪通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沪通长江大桥是主跨超千米的公铁两用斜拉桥，是沪通铁路、通苏嘉城际铁路、锡通高速公路的

共同过江通道。大桥全长 11072 米，主航道桥为主跨 1092 米钢桁梁双塔斜拉桥，主塔高 330 米。
新华社记者刘宇轩摄

主跨超千米公铁两用斜拉桥沪通大桥顺利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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