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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在服贸会上亮相。近 1万平方米的元宇宙体验馆成为服贸

会上最具特色的热门打卡点，首次设立的环境服务专题聚焦“双碳”，一批国内新兴服贸企业

期待加速“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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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服 贸 会

本报记者 张千 赖志凯 杨召奎 茹晓茜

大大的眼睛眺望远方、胸前的水滴造型

格外亮眼，一只蓝色的雨燕，正张开双臂热情

迎客。8 月 30 日，2022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 易 会（以 下 简 称 服 贸 会）吉 祥 物“ 福 燕 ”

（FuYan）正式发布。其谐音“赴宴”“服宴”，寓

意着服贸会邀请海内外客商共赴这场服务贸

易的全球盛宴。

8月 31日~9月 5日，一年一度的服贸会又

将有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上线。国家

会议中心、首钢园双会场 9月 1日起面向专业

观众和公众开放。

身临其境体验元宇宙

提到今年的热门话题，元宇宙一定榜上

有名。它究竟是什么？本届服贸会将带人们

身临其境感受元宇宙的魅力。

在首钢园 10 号馆，有一片近 1 万平方米

的元宇宙体验馆。这是今年服贸会上最具特

色的热门打卡点，包含 3 大功能区：“智慧起

源”元宇宙创新发布厅，“文明折叠”元宇宙沉

浸式体验厅，“盗梦空间”元宇宙交互游戏和

企业展示厅，涵盖了创新发布、数字艺术、游

戏休闲、科普教育等要素。

在这里，观众可以和元宇宙数字虚拟人

面对面互动，在元宇宙篮球体验馆打一场虚

拟篮球赛，不需要穿戴设备也可以投入元宇

宙游戏，通过元宇宙技术沉浸式欣赏现代艺

术之父保罗·塞尚的百幅名画，体验天空、丛

林、海洋在元宇宙场景下融合相生的拟态

世界……

除了元宇宙体验馆，本届服贸会上的其

他展区也对元宇宙元素情有独钟。

中国电信带来了一条元宇宙紫禁城“数

字观光路线”。展览现场将虚拟呈现紫禁城

太和殿的场景，观众在古装仕女装扮的虚拟

数字人的引导下，深度游览虚拟与现实交互

的北京城，领略浓厚的京韵风采。

在海淀展区，虚拟人生产力服务平台《元

娲》出现在“元宇宙+数字人”板块。还有一位

叫 Judy 的朋友期待与观众见面，它是业内首

位拥有超写实形象，可实时 AI 交互、实时云

端在线访问的虚拟数字人。

据招展方介绍，为服贸会搭建的元宇宙

体验馆包括永久性场馆及临展两部分。服贸

会结束后，首钢园 10 号馆将继续建设元宇宙

前沿科技展示体验中心项目，推动元宇宙关

键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助力服贸会成

为“永不落幕”的对外开放名片。

环境服务专题成服贸会“新成员”

服贸会的重头戏——专题展今年迎来了

“新成员”，首次设立环境服务专题。

位于国家会议中心二期的环境服务专

题展区，聚焦“双碳”，以“双碳赋能·焕发创新

动力”为主题，设置低碳能源、气候与碳经济、

碳中和与绿色技术、创“双碳”示范城市（天然

氧吧城市）四大专区，集中展示全球环境服务

领域的最新成果和技术应用。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的“深海一

号”超深水大气田、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

司用于页岩气开发的先锋射孔弹技术、北京

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降碳—替碳—

固碳方案……一系列领先技术及服务在专题

展上亮相。

“2022年服贸会的主题为‘服务合作促发

展 绿色创新迎未来’。环境服务专题正体现

了‘绿色创新’这一主题。”北京市朝阳区国际

绿色经济协会执行会长邓继海说。

据悉，专题还将围绕碳达峰碳中和、双碳

赋能产业发展、碳交易、绿色城市等热点话题

开展论坛会议近 30 场，深度探讨中国低碳—

零碳—负碳实施技术路径。

在全球双碳主题热度持续增高的背景

下，本届服贸会也体现出服务贸易绿色化和

低碳化的大趋势。

去年，首次线下参展服贸会的跨国专业

性服务企业安永推出《一本书读懂碳中和》，

发布了安永安睿一体化数智产品系列方案等

3项成果，受到各方好评。

安 永 华 北 区 主 管 合 伙 人 张 明 益 介 绍

说，今年，安永将参展主题定为“数智创新

‘碳’前路，携手服贸开新篇”，重点展示绿

色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解

决方案。安永希望借助服贸会大平台，继

续与全球合作伙伴探索绿色、创新发展新

路径。

新兴服贸企业期待“出海”提速

“今年服贸会上，百余家知名企业和机构

将发布发展报告、首发首秀产品或技术，60余

家将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领域首发新产

品、新技术。”北京市副市长杨晋柏介绍说。

其中，网络文学、移动游戏、数字贸易等一批

国内新兴服贸企业期待借助服贸会平台，加

速“出海”。

去年服贸会，移动阅读公司点众科技展

区的参观人数超过 2000 人次，受到海外企业

和观众的关注。今年服贸会，点众科技带着

最新海外业务成果亮相“科技赋能文化”板

块，期待将网络文学创作和鼓励机制移植到

海外市场，培育挖掘海外作者潜力，同时将更

多文学作品传播到世界。

数字科技企业网易有道连续 3 年参与服

贸会，公司希望借助服贸会平台把其数字产

品和服务进一步拓展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国家，实现行业用户直接触达。

移动游戏公司掌趣科技对本届服贸会充

满期待，计划在未来加强全球化布局，扩大海

外影响力、市场份额及全球用户规模，让“走

出去”变成“跑起来”。

近年来，中国积极扩大服务业和服务贸

易领域对外开放，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服贸会就是其中的

重要一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司长王东堂介绍说：“2018 年以来，中国服务

贸易逆差呈现了逐步下降的态势，新兴服务

出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缩减的关键因

素。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

使用费、个人文化娱乐服务出口增速超过

30%，远高于服务出口的整体增速。”

（本报北京 8月 31日电）

元宇宙体验馆成热门打卡点，环境服务专题首次上线，新兴服贸企业摩拳擦掌

上新了，服贸会！

本报北京 8月 31日电 （记者刘静）8 月

31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铁集团）披露了 2022 年上半年财务决算。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 19.46 亿吨，同比增长

5.5%，建成投产新线 2043.5 公里。受多点散

发疫情影响，发送旅客 7.87亿人次，同比下降

42.8%。国铁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 4857亿元，

同比减少 271亿元。

国铁集团财务部负责人介绍，上半年，国

铁集团加大保通保畅工作力度，深入开展货

运增量大会战攻坚战，全力保障国计民生重

点物资运输，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

定畅通，月度货物发送量连创历史新高，实现

货运收入 2344亿元，同比增长 9.6%。

同时，一系列铁路建设项目扎实推进。

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853 亿

元，完成全年进度计划较去年多 2.1 个百分

点，投产新线 2043.5 公里，其中高铁 995.9 公

里。杭州至台州高铁、黄冈至黄梅高铁、郑州

至重庆高铁襄阳至万州段等一批重点项目高

质量开通，川藏铁路、成都至兰州铁路等在建

工程取得积极进展。

上半年，国铁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 4857
亿元，同比减少 271 亿元，净利润亏损 804 亿

元，其中二季度当季亏损 343 亿元，较一季度

收窄 118 亿元。净利润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多

点散发疫情，给铁路运输经营带来较大影响，

客运和多元经营受影响尤其严重。上半年，

铁路客运收入 965 亿元，同比减少 599 亿元，

下降 38.3%。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同比增长5.5%

本报讯 （记者李国）8 月底，由重庆城投

建设公司组织建设的坪山大道工程（一标段）

顺利通过竣工联合验收，标志着该工程提前

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无独有偶，重庆轨道交通四号线二期（唐

家沱至石船段）项目，仅用 4 天时间就完成竣

工联合验收。比以往采取单个事项申报验

收，减少了约 45个工作日，刷新了重庆重点工

程最短竣工验收纪录。

记者日前从重庆住房城乡建委了解到，

该市去年底在全国率先出台竣工联合验收创

新试点改革制度，在竣工验收这一从项目开

工到建成投用的“最后一公里”挖潜增效，将

竣工备案、规划核实、人防验收、消防验收等

多个环节从“串联”变为一站式“并联”，实现

了竣工联合验收的高效办理。

“我们项目办理的是消防验收备案、竣工

规划核实、档案专项验收，仅用 2 个工作日就

完成了联合验收，大家非常满意。”奉节县集

美江畔 23号楼项目负责人说。

“推行工程建设项目联合验收的宗旨，是

通过强化内部协作机制，达到减时间、减事

项、提高服务质量等目的，提升全市工程建设

项目竣工阶段的审批效能。”重庆市住房城乡

建委相关负责人说，截至今年 6 月，全市有

603个项目通过竣工联合验收并取得“竣工联

合验收意见书”。

据了解，该市房屋市政工程实行联合验

收后，大多数项目由试点改革前的 8项优化为

4 项，减少事项达 50%；办理时限由试点改革

前的 12 个工作日压减为 7 个工作日，压减时

限 42%。

“自从推行工程档案‘承诺制’，我们节省

了不少时间和资金成本。”最近，位于荣昌区的

重庆金荣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部负

责人说，以前，项目要想进行竣工验收备案，必

须向城建档案馆移交一套装订成册的建设工

程档案。但因项目体量较大，档案资料多，完

成档案装订的时间很长。一些档案装订中介

机构抓住企业急于完成档案装订的心理，提高

装订服务价格，导致企业装订档案费用大大增

加。实行“承诺制”不仅令项目审批时间大大

缩短，办事更方便，企业也节约了一笔钱。

有同样感受的企业并非少数。重庆恒德

远景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坦言，以前，工程验

收涉及住建、自然资源和规划、消防、人防等

多个部门，建设单位需要在全部工程完工后

多头申请、逐个办理，费时又费力。现在工程

完工后，企业只需对接一个窗口，在联合验收

通过后直接领取《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由

于消除了多头申报的弊端，过去要跑一个月

的事项现在最多一周就能搞定。

重庆推行工程建设项目竣工联合验收

过去要跑一个月的事项现在一周就能搞定

本报北京8月31日电 （记者时斓娜）国家统计局服务业

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 8 月份中国采购

经理指数（PMI）运行情况数据。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为 49.4%，比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

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2.6%，仍位于扩张区间，非制

造业连续 3 个月恢复性增长；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1.7%，仍

高于临界点，企业生产经营总体延续恢复发展态势。

统计数据显示，8 月份，制造业产需指数一平一升，生产

指数为 49.8%，与上月持平，新订单指数为 49.2%，高于上月

0.7 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继续位于收缩区间，表明制造业产

需恢复力度仍需加强；价格指数低位回升，主要原材料购进价

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 44.3%和 44.5%，比上月上升

3.9和 4.4个百分点，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降幅收窄。

8 月份，制造业部分重点行业保持扩张。随着各项促消

费政策措施落地生效，消费品行业 PMI升至 52.3%，高于上月

0.9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分别为 50.9%
和 50.6%，低于上月 0.3 和 0.9 个百分点，仍高于临界点，行业

保持扩张，但步伐有所放缓。

非制造业方面，8 月份，受疫情及高温天气等因素影

响，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降至 51.9%，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

为 56.5%。

8月份制造业PMI为49.4%
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本报北京8月31日电 （记者杨召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CNNIC）今天在京发布的第 5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6月，我

国网民规模为 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4.4%。

《报告》显示，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千兆光网具备覆盖超过 4亿户家庭的能力，已累计建

成开通 5G基站 185.4万个，实现“县县通 5G、村村通宽带”。

在网民规模方面，我国网民规模持续稳定增长，较 2021
年 12 月新增网民 1919 万，互联网普及率较 2021 年 12 月提升

1.4个百分点。在网络接入环境方面，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

为 29.5个小时，较 2021年 12月提升 1个小时。

《报告》显示，互联网应用持续发展，短视频增长最为明

显。截至 2022年 6月，我国短视频的用户规模增长最为明显，

达 9.62 亿 ，较 2021 年 12 月 增 长 2805 万 ，占 网 民 整 体 的

91.5%。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 10.27 亿，较 2021 年 12 月增长

2042万，占网民整体的 97.7%。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 7.88亿，

较 2021年 12月增长 1698万，占网民整体的 75%。网络直播用

户规模达 7.16亿，较 2021年 12月增长 1290万，占网民整体的

68.1%。在线医疗用户规模达 3 亿，较 2021 年 12 月增长 196
万，占网民整体的 28.5%。

我国网民规模达10.51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 74.4%

本报讯 （记者杜鑫）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加强公

路水运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意见》强调，要严格落实工程项目质量终身责任制，

强化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和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

单位主体责任，细化明确项目参建各方质量责任，对工程质量

行为形成刚性约束。

《意见》对公路水运工程建设质量安全工作提出了较为

全面的要求，是今后一段时间质量安全工作的规范性管理

文件。

《意见》要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法律法

规规定的质量安全监管责任，要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

管、谁监管”的原则，确保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监管全覆盖、无遗

漏。坚持“四项基本制度”，强化对多元化投融资建设工程项

目行业监管。《意见》规定，立足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建设发展

理念，落实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设计、招标投标、施工许可、

建设监督、验收等全过程监管。实施重点工程项目“清单

制”。对“管理弱、隐患多、事故多发”的依法依规实行严管和

惩戒。

为进一步厘清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职责，《意见》

结合全国公路水运工程监督执法机构改革现状，提出要加强

省市县三级负责质量安全监督的执法队伍建设，持续推动执

法队伍职责落实到位、人员装备到位、资金保障到位、履职尽

责到位等“四个到位”。全面落实建设项目监管部门监管责

任，提高监管效能。

公路水运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管意见出台

严格落实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

去年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增长35.4%

本报北京8月 31日电 （记者时斓娜）国

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 2021年我国经济发展新

动能指数显示，2021 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指 数（2014 年 为 100）为 598.8，比 上 年 增 长

35.4%，各项分类指数与上年相比均有提升，

其中，网络经济指数增长最快。

2021年，生活服务类电商持续快速发展，

互联网平台企业进一步向线下衍生拓展，加

快传统业态数字化改造升级，实体商业通过

直播电子商务、社交营销、社区团购等多种形

式扩大销售规模，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备

受用户青睐，线上线下消费高效互动，新业态

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扩容升级。

两万吨重载列车安全开行13071列

本报讯 2017年 4月 10日，中铁十五局轨

道运营公司在朔黄铁路开行首列两万吨重载

列车。到今年 7月底，这条 2.6公里长、两万吨

重载的“钢铁巨龙”，已累计安全开行 13071
列，完成煤炭运输 329.3亿吨公里。

该公司制定了《两万吨人才选拔及培训

方案》等相关制度，成立两万吨攻关红旗班

组，不断提升工作效率。此外，该公司以科技

创新为突破，对影响两万吨重载列车平稳运

行的管压异常波动，小曲线半径、道岔有害空

间，困难区段操纵等因素开展技术攻关，优化

两万吨操纵提示卡，使两万吨重载列车运行

品质得到了显著改善，安全可靠性得到了明

显提升。 （赵作建 赵明辉）

8 月 30 日，在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
发区一家企业组装车间，工人组装出口欧
美国家的智能跑步机。

近年来，日照体育用品制造业保持强劲
发展势头，目前已发展商用和家用体育器械
制造企业10余家，产品出口美国、欧洲等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华社记者 范长国 摄

日照大力发展体育用品制造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