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6日， 在中建三局中南分公司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广悦
星苑工地上， 30名来自施工一线的女工， 脱下工装换古装， 在
“三八” 国际妇女节前夕体验了一把T台秀。 新华社发

建建筑筑女女工工TT台台秀秀

创新发展打造“首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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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按下“加速键”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 既是北京发展的迫切
需要， 也是承担国家战略的使命
担当。

截至2018年底， 北京每万人
发明专利拥有量111.2件 ， 位居
全国第一。 2018年度 “中国科学
十大进展” 中， 北京主导和参与
的占6项。 北京市技术合同成交
额同比增长10.5%， 辐射京外作
用增长明显……

为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
心， 在京高校、 科研院所、 创新
型企业按下了一个个 “加速键”，
高质量发展理念逐步融入社会发
展的方方面面。

创新成果涌现
成就“第一”美名

在日前召开的北京市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上， 清华大学副校长
尤政主持的 “先进纳型卫星设计
制造及应用” 获2018年北京市科
学技术奖一等奖。

纳型卫星一直被认为是航天
领域的颠覆性技术， 过去的制造
方式难以满足寿命高、 可靠性强
的使用需求 。 “经过10余年攻

关， 我们终于在新技术、 新应用
领域取得了突破。” 尤政说。

世界范围内首次在铁基超导
块体中发现马约拉纳任意子、 我
国首条完全自主研发的全自动运
行轨道线路、 世界首台通用型骨
科手术机器人……在基础科研、
工程开发、 市场应用等方面， 北
京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在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上， 北京市主持完成的69
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占全国
通用项目获奖总数的3成。

北京还在 “2018中国城市科
技创新发展指数” 中排名全国第
一 ； 英 国 《 自 然 》 杂 志 增 刊
《2018自然指数－科研城市》 对全
球500个城市进行了评价， 北京
蝉联全球第一。

“必须全方位推进自主创新
和原始创新， 聚焦关键核心技术
和重大基础研究 ， 抢占 事 关 长
远和全局的科技战略制高点。”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许强
表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一大批
“大国重器” 正在北京加快推进：
蛋白质科学研究 （北京） 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通过国家验收，
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 北京
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等新型研
发机构相继成立……

破解发展“堵点”
迎来高速增长

中关村科学城 、 怀柔科学
城、 未来科学城和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等 “三城一区” 是北京建
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主平台。

中关村过去5年， 企业研发
投入持续保持20%左右的高速增
长， 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
破9万件， 是2013年的3倍； 只占
北京市土地面积0.35%、 有 “高
精尖结构新增长极” 之称的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 创造了北京近
20%的工业增加值……

围绕 “创新”， 北京不断破
解发展难题。

2015年， 北京零壹空间科技
有限公司在中关村创业大街的一
个孵化器里成立， 这是一家能够
“造火箭” 的创业团队。

“我们感受到军民融合发展
的巨大号召力， 让民营企业参与
航天事业建设， 可以更好地将高

精尖技术在市场落地。” 零壹空
间战略发展部总监舒炼说。

在中关村 ， 创业团队的注
册、 融资、 组队等工作不出一条
街就能完成。 零壹空间在中关村
完成 “孵化” 后， 选址在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办公， 与这里的20
余家航天民企及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共同发展。 同时， 公司在深圳
和重庆设立研发副中心， 让技术
走出北京服务全国。

打造“创新中心”
加速转型升级

北京市房山区过去以煤炭 、
石灰石等 “黑白灰” 传统产业为
经济支柱， 现在正努力发展高精
尖产业以实现蜕变。

在北京窦店恒升牧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饲养中心内 正 播
放着动听的轻音乐 ， 公司负责
人吴连方笑称： “这并非 ‘对牛
弹琴’， 而是给牛场制造舒缓的
氛围。”

有了科技手段， 8位饲养员
就能实现对4000多头牛的精细化
喂养 。 牛场还建设了仪器分析
室、 模拟消化室， 并与高校合作

成立科研实验室。
“在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 、

提升产业结构的大背景下， 低端
落后的养殖方式已无法满足产业
发展需要， 牛场转型升级势在必
行。” 吴连方说， 这种转变需要
“产学研用” 形成合力。

带柔顺臂的机器人穿针引
线， 无人驾驶汽车在园区自由穿
行， 智能头盔给行人提供出行导
航……在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
记者看到大量即将走入人们生活
的高科技应用， 蕴藏着高质量发
展的巨大潜能。

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管委会
办公室主任施薇韵介绍， 基地正
着力打造现代交通、 智能装备和
医药健康等产业， 力促核心技术
成果产业化。

距离北京初步建成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一目标
只有不到2年时间 ， 许强介绍 ，
2019年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已部署
218项工作任务和重点项目 ， 将
努力形成科技创新中心的制度优
势、 领域优势、 人才优势， 开启
科技创新工作的崭新篇章。

据新华社

桃花开， 燕归来， “三八妇女
节” 飘然而至。 作为重要的消费主
体， 女性所创造的 “女性经济” 日
益受到瞩目。 记者调查发现， 近年
来女性消费市场正在发生一种变
化：从“崇拜名牌”到“彰显自己”、从
“他人喜欢”到“自己欣赏”、从希望
“被悦” 到关心 “己悦”，“新女性经
济”凸显着中国当代新女性自尊、个
性的新消费理念，折射着她们自信、
独立的精神风貌。

不被商标 “左右”
一首由商品品牌名组成的歌曲

近期在抖音等平台走红， 这首对奢
侈品不无戏谑的歌曲， 体现出时下
女性的一些心态。 事实上， 许多女
性已开始 “以自我来定义产品， 而
非用产品来定义自己”， 青睐原创、
小众、 适合表达个性的消费。

CBN Data 联 合 淘 宝 发 布 的
《2018中国原创设计创业与消费报
告》 显示， 为原创设计买单的粉丝
以女性为主， 且以 “80后” 和 “90
后” 居多。

前不久， 故宫博物院联名推出
“故宫口红 ” 一夜刷屏 ， 郎窑红 、
碧玺色、 玫紫……设计灵感来自文
物郎窑红釉观音尊、 桃红碧玺瓜式
佩、 钧窑玫瑰紫釉花盆托等的唇膏
受到众多女性追捧， 尽管此款口红
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奢侈品大牌，
其走红之势却令化妆品界巨头为之
侧目。

“涂的不仅是色彩，更是中国风
的古典与优雅。”在沿海一省会城市
工作的教师林梅告诉记者， 相比价
格昂贵的奢侈品， 自己一直以来都
喜欢有韵味、有内涵的物件，此款口
红就很适合表达自己的个性。

采访中， 记者发现， “对爆款
不感冒， 对大牌不强调， 对品质很
需要， 对内涵超拥抱” 已成为不少
年轻女性的消费理念， 也让许多新
兴品牌找到了崛起的好时机。

“80后” 设计师李呐是国内某
中式礼服品牌创始人， 在她的印象
里， 以前很多服装企业直接引进国
外的款式仿制 ， 基本不需要设计
师。 为了坚持理想， 她创办了自己
的品牌， 做原创中式礼服。

立领盘扣和鱼尾裙、 精美的苏
绣和钉珠、 出色的剪裁和天鹅绒面
料， 中式礼服和西式点缀的融合带
来不少 “新鲜感”。

“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是， 这几
年很多消费者会选择定制中式礼
服。” 李呐说， “用现代的方式演
绎独特的刺绣灵魂， 是属于我们这
个时代的印记。”

不被他人“绑架”
3月5日， 中部某大型三甲医院

医生杨阳来到工作地点附近一家私
教健身中心， 一口气花了27520元
办了年卡。

“在家是母亲 、 妻子 、 女儿 ，
在外是救死扶伤的医生 ， 太多的
‘角色’ 让人喘不过气， 我也希望
有点属于自己的时间， 锻炼身体、
调理情绪。” 杨阳说， 自己还没有
和家里人商量， 相信他们慢慢可以
理解。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
建华分析指出，消费观体现价值观，
传统观念更期待女性为家人花钱、
花时间， 但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甘
于只是“贤妻良母”，要活出自我。

天猫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 ，
2018年 ,购买 “跑步全套装备 ” 的
女 性 用 户 一 年 内 增 长 了 1389% ，
50-60岁的女性购买潜水相关商品
的数量增加了 79% 。 “果敢 、 美
色、 运动、 悦己、 养成、 机智” 成
为女性消费6大关键词。

此外， 许多单身状态的女性也
在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状态，
其消费现象也被研究者关注， 并由
此产生了 “单身女性经济学”。

多家旅行机构发布的消费报告

表明， 我国女性在自由行中的人数
占比逐年攀升， 已呈全面超越男性
之势。 业内人士认为， 选择独立出
行探索世界的女性正在重塑传统旅
行方式和旅游经济， 催生出了女性
专属的旅行线路、 度假村等。

身体和心灵， 总有一个要在路
上。 近年来， 除青睐旅游外， 女性
对于自我内在成长的投入也与日俱
增。 知识付费平台小鹅通的数据
报告显示 ，在2017年小鹅通知识付
费的用户中 ，女性用户占比达到
了62%。

不随爱情“沉浮”
“不要把取悦自己的权利，仅仅

交给男性。 ”今年26岁的任华曾任职
于北京某高校，她告诉记者，身边很
多朋友一到3月8日就在朋友圈晒鲜
花、晒礼物、晒红包，其实就是晒甜
蜜、晒宠爱、晒满满的少女心。

“如果伴侣准备了，自然应该高
兴，但如果对方没有这份浪漫，那就
自己宠爱自己。”任华坦然地说。

任华的观念在女性新消费理念
中具有代表性。以情人节消费为例，
2019年2月淘宝发布的《2019情人节
鲜花大赏》显示，情人节鲜花消费市
场也不再是男性的主场———2017
年，情人节鲜花消费中70%为男性，
而仅仅过了两年， 今年情人节鲜花
消费群中有60%的女性。

3月6日， 记者来到长沙市最繁
华的五一路商圈， 发现店铺橱窗纷
纷贴上了带有 “女神节 ” “女王
节” 等词汇的促销海报。

李建华等研究人士认为， 女性
消费价值观之变， 是我国女性就业
人员比重、 接受高等教育比重、 参
与企业经营管理比重不断 提 高 带
来的可喜变化。 社会应理解并主动
适应女性新兴消费心理 ， 女性也
应在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 为
社会和家庭做出更全面、 更积极的
贡献。 据新华社

45岁的孙霞是青岛公交
集团稽查大队收款中心点钞
“娘子军”中的一员，也是她们
之中唯一的残币修复技师。该
中心有68位每天“数钱数到手
抽筋”的女工，负责将青岛主
城区公交系统现金收款进行
分拣、整理、修补，每天点钞量
超过20万元， 大多都是五角、
一元的零钱，节假日会倍增。

残币修复女技师孙霞每
天不光要点钞， 还要识别假
币、 修复残币， 将修复、 清

理干净的残缺、 污损人民币
如数上缴。孙霞是业内公认的
高级专家，经她巧手修复的纸
币累计已超过120万张， 金额
超过30万元。这些分分、角角
的积累 ， 真正践行了为国家
“颗粒归仓”。

如今，随着电子支付的增
多和普及，公交系统现金收款
逐年减少。以前修复组有五名
同事，退休、转岗后就剩下她
一个人，她答应师傅会站好最
后一班岗。 据新华社

“新女性经济”时代来了吗？

残残币币修修复复女女技技师师孙孙霞霞：：聚聚少少成成多多““颗颗粒粒归归仓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