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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2022中关村论坛的主题为“开放合作·

共享未来”。目前，北京市正积极做好 2022 中关村论坛筹备工作，邀请知名学者、企业负责

人参与论坛，并持续打造国际科技交流品牌活动，以多种方式推动中关村与海外交流合作，

擦亮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名片”。

阅 读 提 示

经济观察G

本报记者 时斓娜

“北京有 90 余所高校、1000 多家各类科

研机构，还有超过 100家独角兽企业、2.7万家

高新技术企业。”在近日召开的北京市科技创

新国际交流合作成效新闻通气会上，北京市

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国际合作处副处长杨颂

介绍，由于雄厚的科研机构实力和人才实力，

加之研发投入强度高、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完

善，对于吸引国外资源落地来说，北京具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

作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一张“名片”，中

关村论坛不仅促进了国际人才交流、思想碰

撞，还强化了资源共享、推动技术交易。北京

市以此为契机，加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高水

平人才高地建设，高质量“引进来”与高水平“走

出去”共同发力，深化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

加快高质量“引进来”

2021 年，中关村论坛升级成为面向全球

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作为 2021
中关村论坛的重要板块之一，中关村国际技

术交易大会邀请了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100
多家国际国内技术转移机构、40 余所国内外

知名高校和领军企业参与，汇集了近 3000 项

技术交易项目、700余项国内外新技术新产品

和 600 多项数字化转型应用技术需求。2022
中关村论坛的主题为“开放合作·共享未来”，

彰显出继续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国际交流合作

的姿态。

引领创新，政策先行。为了发挥禀赋优

势，加快高质量“引进来”，今年，北京市政府印

发了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发展若干措施，吸引

国际人才、国际研发机构等落地北京发展。

目前，北京市具有研发功能外资企业 189家。

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是其中的一家企

业。该研发中心总裁韩丹说，稳定的政策支

持、较好的科研土壤，吸引该中心在 20多年前

便落地北京，“从早期药物研发主要集中在糖

尿病领域，到涉及糖尿病、肥胖症、心血管疾

病等多个治疗领域以及人工智能、基因疗法

等创新技术，研发中心不断壮大。事实证明，

将研发中心设在北京对企业发展起到了很大

助力。”

作为支撑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人才的

引进至关重要。应引进什么样的人才、如何

引进？专业领域信息分析和解决方案提供商

英国励讯集团给出了解答。

“这不是拍着脑袋的决策，而是基于数据

分析。例如，高校要发展化学学科，我们利用

旗下海量数据库分析全球在化学领域的顶尖

人才有哪些，分布在哪些机构，发表论文量、

被引用频次如何……我们把这些资料提供给

高校，以便于他们引进人才。”励讯集团高级

副总裁张玉国说。

支持高水平“走出去”

在加快高质量“引进来”的同时，北京市

也积极支持创新主体高水平“走出去”。中关

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卢江表示，自

2015 年设立第一家海外子公司以来，中关村

发展集团先后在多国设立海外创新中心、联

络处等不同形式的海外分支机构，发挥“基

金+中心”的平台作用，为科技型企业“走出

去”配置资源。

除了支持创新主体在海外共建创新中

心、海外科技园等创新载体外，杨颂介绍，北

京市还支持企业以北京创新成果为媒介，参

加国际知名展览展会，举办国际会议，主动加

强国际交流和创新合作。

“人工智能与脑科学”“新冠直击：认知、

防控和预后”“净零未来：脱碳之路”……这些

充满前瞻性的全球性议题，在励讯集团旗下

爱思唯尔细胞出版社主办的细胞科学北京学

术会议上，被来自世界各地各领域的卓越学

者、带头人深入探讨。“作为中关村论坛的一

部分，会议为全球最新科研进展提供交流平

台，激发了国际及跨学科合作。”张玉国说。

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则通过接轨国际

领先医药研发实践推动国内研发成果走向世

界。在 2019 年 3 月正式成立的 INNOVO 开

放创新平台上，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与院

校、生物科技公司、医院、科研机构和联盟等

共同推进早期创新药研究，并依托诺和诺德

全球网络，加速推进基础研究的产业化转

化。韩丹介绍，目前，中心已经评估了 80余个

创新项目，并与其中 30 余个项目达成合作意

向，两个项目已顺利进入诺和诺德全球研发

管线。

擦亮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名片”

中关村论坛对接和集聚了海内外创新资

源，是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一张“名片”，不仅

搭建了国际交流平台，也为科技创新合作提

供了强大支撑。

杨颂用“4个平台”来解释中关村论坛在科

技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中关村论坛既是人才交流平台，一些专家学

者以高端学术交流为契机来华访问、工作，又

是前沿思想碰撞的平台，产业链上下游各路精

英通过交流了解产业最新动向，还是国际技术

交易的发布平台，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技术

交易合作，更是政策集中发布和宣讲平台，企

业通过中关村系列活动的宣讲，了解了北京市

为其提供的多元化一揽子政策包。”

基于此，目前，北京市正积极做好 2022中

关村论坛筹备工作，邀请知名学者、企业负责

人参与论坛，并持续打造国际科技交流品牌

活动，以多种方式推动中关村与海外交流合

作，擦亮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名片”。

“未来，我们将深入推进中关村先行先试

改革，围绕促进国际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

资源高效流动，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支持

企业参与国际创新治理，推动创新资源、科学

要素共享，打造开放科学‘北京样板’，传递扩

大开放、共建共享的创新发展理念。”杨颂说。

高质量“引进来”与高水平“走出去”共同发力

中关村论坛正成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名片”

本报记者 杨召奎

线上下单、配送到家，配送时效通常在

30~60 分钟之间。如今，以“本地门店+即

时配送”为特征的即时零售新模式受到消

费者的欢迎。

近日，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即时

零售开放平台模式研究白皮书》显示，作为

O2O（线上线下相结合）到家业务重要组成

部分，即时零售风口已至，迎来快速增长。

预计到2025年，即时零售中的开放平台模式

规模将突破万亿元门槛，达到约1.2万亿元。

“随着现代社会新型商业模式基础设施

和城市配送服务网络的快速完善，以小时

达、分钟达为特征的即时零售已经成为零售

模式创新的新风口。”商务部中国国际电子

商务中心电子商务首席专家李鸣涛说。

即时零售何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新的

风口？这是因为即时零售可实现多方共赢。

对消费者来说，即时零售服务意味着显

著的时间、效率和体验的提升。同时，依托网

络效应和规模效应，即时零售模式可聚拢海

量商家和品牌资源，给予消费者更加丰富多

样的商品选择。

对于线下零售门店来说，疫情之下，客流

有所减少，但即时零售的崛起，能够使门店在

完成日常经营的同时扮演前置仓的角色。不

仅赋予门店新的角色，极大地拓宽业务覆盖

边界，提升门店的坪效和人效，还能把顾客转

变为数字化用户。

对于品牌商来说，即时零售构建了打通

线上线下的数字化营销和运营生态，实现了

全渠道经营的降本增效，并带来更高速的销

售增长。

对于外卖和物流平台来说，发力即时零

售，可使得外卖和闪购订单显著增加。今年

二季度，美团即时配送订单数增长至 41亿笔，

包括餐饮外卖、美团闪购业务在内的核心本

地商业板块季度收入增长至 368亿元。此外，

即时零售模式下，平台与实体零售商的联系

更加紧密，从而可以带动传统零售业态转型

和实体经济发展。

正如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裴亮所言，

即时零售是全渠道零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不是单纯依靠线上的流量，而是通过对现有

线下资源的整合，使得平台和线下零售商的

合作形成一种“1+1>2”的能力。线下门店作

为履约的终端和商品存储的终端，加上即时

零售的赋能，价值得以再利用。

在此背景下，美团、京东、饿了么等平台

纷纷布局即时零售。而且，疫情加速了即时

零售的用户心智渗透，加速了消费者“万物到

家”的即时需求，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习惯并依

赖即时采购的方式来满足家庭日常所需。

据悉，从外卖到生鲜，从美妆产品、母

婴产品到数码产品，即时零售商品品类的

渗透率和销售份额都在持续提升。据美团

闪购统计，今年“520”期间，闪购美妆产品、

数码商品的订单量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近

2倍、5倍。

当然，零售的核心是效率和体验。无

论是即时零售还是其他商业模式，都必须

建立在价值创造的基础之上，带来供给侧

效率的提升和体验的改善。

因此，即时零售的发展还有赖本地供给

的效率和服务能力的提升以及成本的降低，

这决定了即时零售未来的发展空间。只有

本地零售的业态更繁荣、布局更密、效率更

高、体验更好、成本更低，即时零售才能够更

好地满足消费者的更多需求。对于实体零

售企业来讲，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价值的源

泉，回归零售的本质——商品和服务本身，

才能实现零售线上化的可持续发展。

即时零售何以成为新的风口？

本报讯 （记者赖书闻）9月 17 日，海南自

由贸易港第十四批制度创新案例发布会举

行，正式对外发布 5 项制度（集成）创新成

果。截至目前，累计形成了 14 批 128 项制度

创新案例，形成了良好的制度创新氛围，制度

创新活力竞相迸发。

近年来，海南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

“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始终将制

度集成创新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核心

任务，更加突出政策制度的系统集成和协同

高效，坚持把能够解决问题、具有全国影响力

作为衡量标准，耐心培育和打造创新案例，成

熟一项推出一项，不断提高制度创新能级和

质量。

此次正式对外发布 5 项制度（集成）创新

成果包括：一是“中国洋浦港”船籍港制度集

成创新；二是离岛免税商品全流程溯源管

理；三是“零关税”进口商品全流程监管模

式；四是海洋水产种质资源跨省协同跨国引

育新路径；五是创设省级统一的类案裁判指

引制度。

“以上案例展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全面

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的积极成

效，为政策落地、产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做

出了积极贡献。”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

委办）副主任李宇飞说，“下一步，我们抢抓

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制度集成创新

摆在突出位置，以高质量制度创新促进高水

平开放，蹄疾步稳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

海南发布5项制度创新案例

本报讯 （记者陈曦 李润钊）近日，福建

省工信厅、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工业数

字化转型的九条措施》（以下简称《措施》），从

9个方面支持福建工业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措施》提出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

评选一批省级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每个平

台给予 200 万元奖励。对省级以上工业互联

网平台年度新增连接和有效服务企业数达到

100家（含）以上的予以分档奖励，每个平台每

年奖励最高不超过 300万元。

在延续对新模式新业态标杆企业奖励的

基础上，《措施》提出增加对 5G 全连接工厂评

定支持，对获评上述示范标杆的企业给予 50
万元奖励，并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中

给予加分；对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的

企业，给予最高 100万元奖励。

为壮大软件服务商，《措施》提出评选支

持一批综合竞争力强、增长速度快的“领雁”

软件服务商，给予最高 50 万元奖励。着眼于

推广一批成熟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措施》提

出，对完成项目攻关并验收通过的，按照项目

投资额的 50%予以补助，最高补助 100万元。

福建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

本报北京9月19日电 （记者时斓娜）今天，国家统计局

发布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四，聚焦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情况。十年来，我国建筑业生产规模不断

扩大，行业结构不断优化，支柱产业地位不断巩固，我国正由

“建造大国”向“建造强国”持续迈进。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建筑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始终保持在 7%左右，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地位持续稳

固。2021年，全国建筑业企业总产值 29.3万亿元，比 2012年增

长 1.14倍，2013年~2021年年均增长 8.8%；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8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2013年~2021年年均增长5.9%。

建筑业在做大做强的同时，行业结构也不断优化。党的

十八大以来，建筑业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特级、一级建筑企

业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2021 年，我国特级、一级建筑业企

业数量达到 1.6 万家，较 2012 年增长 84.3%，占全部建筑业企

业个数比重为 12.1%，比 2012年提高了 0.9个百分点。

伴随经济效益稳中有进，建筑业发展质量也明显提升。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截至 2020 年底，全国累计建成

绿色建筑面积超 66 亿平方米，累计建成节能建筑面积超过

238 亿平方米，节能建筑占城镇民用建筑面积比例超过 63%；

全国城镇完成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面积超过 15亿平方米，

为减少碳排放，逐步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建筑业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建设成就惠

及民生。2021 年，全国建筑业企业房屋施工面积达 157.5 亿

平 方 米 ，比 2012 年 增 长 59.7% ，2013 年 ~2021 年 年 均 增 长

5.3%。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 2012年的 32.9平方米，

增加至 2021年的 41平方米。棚户区、城中村和危房改造稳步

实施，城市更新有序推进。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行业结构不断优化

近10年建筑业支柱产业地位持续巩固

本报讯 （记者周怿）记者日前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该

局不折不扣推进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等新的组合式税

费支持政策落地见效。截至 8 月 31 日，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

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 3.3 万亿元。其中，4 月 1 日大规模增值

税留抵退税政策实施至 8 月 31 日，已有 20490 亿元退税款退

到纳税人账上，再加上一季度继续实施此前出台的留抵退税

政策 1233亿元，已累计有 21723亿元退税款退到纳税人账户。

据悉，全国税务系统坚持快退税款，二季度办理留抵退税

业务笔数超过去年同期 100倍，企业退税资金从申请到入账平

均用时较去年同期大幅压缩。不断优化电子税务局功能，利

用电子税务局建立全国统一的宣传辅导标签体系，向纳税人

精准推送留抵退税政策，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自动

提醒纳税人办理退税，自动预填 85%以上退税申报数据，增强

操作便利度，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财政部门及时拨付资金、

人民银行延时服务及时退付税款，确保政策红利快速兑现。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大规模增值税留抵

退税政策的实施，有力保障了留抵退税资金“施肥浇水”到根

上，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助推企业焕发生机。下一步，税务

部门将持续落实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稳经济一揽子政

策措施和近期出台的支持企业创新的阶段性减税政策、对制

造业中小微企业继续延缓缴纳部分税费政策等，精准释放政

策红利。

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落地见效

前8月新增减税降费等超3.3万亿元

本报北京9月19日电 （记者北梦原）中国人民银行今天

发布的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二季度，我国支付体系运

行平稳，银行账户数量、非现金支付业务量、支付系统业务量

等数据总体保持增长。

截至二季度末，全国共开立银行账户 139.74亿户，环比增

长 0.48%。其中，开立单位银行账户 8837.42 万户，环比增长

2.67%；个人银行账户 138.86亿户，环比增长 0.47%。

非现金支付业务方面，二季度，全国银行共办理非现金支

付业务 1104.56 亿笔，金额 1165.73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32%和 7.86%。

二季度，银行卡数量基本稳定，银行卡交易业务量保持增

长。截至二季度末，全国共开立银行卡 92.99 亿张，环比下降

0.21%。全国共发生银行卡交易 1079 亿笔，金额 244.05 万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6.5%和 1.58%。

二季度，商业银行电子支付业务量基本平稳。银行共

处理电子支付业务 680.99 亿笔，金额 754.33 万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1.05%和 1.15%。其中，网上支付业务 250.98 亿笔，同

比下降 0.37%，金额 612.7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5%；移动支

付业务 385.23 亿笔，金额 121.5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09%
和 3.8%。

银行账户数、非现金支付业务量等总体保持增长

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平稳

9 月 17 日，山东省东营经济技术开发
区一企业内，工人在生产太阳能电池板。

近年来，当地依托科技创新，实施优势
产业突破、新兴产业培育、传统产业提升

“三大行动”，发展功能陶瓷材料、铜基新材
料、高性能纤维材料等优势产业链，同时加
快推进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建设。2022年上
半年，全区新材料产业实现增加值增长
26.7%，拉动工业增长6.8个百分点。

新华社记者 范长国 摄

科技赋能推动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

新华社发（宋博 制图） 资料来源：商务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