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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 VR 眼镜模拟看秀、点击按钮虚拟试
衣、现场体验定制服装……近日，服装零售圈
涌现出不少“新玩法”，集合线上线下，融入科
技文化的“概念店”模式正在兴起，展现出行
业消费新活力。

线上线下 早就不“分家”

轻盈的面料、优雅的剪裁，辅之以柔和的
色彩，身着夏装的模特一出场，就带来了浓浓
的春意。不久前，伴随着新品发布时装秀，服装
品牌例外宣布同时开启天猫线上旗舰店与线下
定制店。“这是零售转型的‘水到渠成’。”例外创
始人毛继鸿说，将线上线下“样板间”同时启动，
旨在用数字思维和人文理念再造渠道，带给消费
者智能化便利和匠心美学“洗礼”。

对当前服装业而言，主打线上还是“死
拼”线下已不再是一道单向选择题。越来越多
的品牌开始从融合中找生机。“纯电商时代行将
结束，未来的商机并非简单铺店或将电商比例
扩大，一定来自线上线下的融合。”毛继鸿认
为，企业既要借助电商数据了解消费者，了解
自己，也要借助实体店沉淀品牌，传递价值。

这样的观点引发业界共鸣。环顾中国服装
业，经历了渠道铺设过快带来的“库存危机”
与电商价格战引发的红海竞争，越来越多的服
装企业将目光瞄准价值，提升价值的方式之一
就是通过融合打造现代供应链和商业模式，实
现效率与体验的兼顾。

“这是服装业把握消费升级新变化的必然结
果，也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中国服
装协会会长孙瑞哲说，当电商与实体店化市场
竞争为市场合作，新零售大门将打开。

科技传统 交互中“开花”

在很多人印象中，创造美的行业，似乎与
理性的科技不太沾边。然而，越来越多的服装
店正被科技“加持”，展露出浓浓的酷炫风。

轻轻点击，智能货架就能推送喜欢的产
品；试穿泳衣，试衣间会呈现沙滩等情景……

不久前，服装企业爱慕集团在北京开设智慧概
念店，将人工智能与零售融合，充满浓浓的科
幻味。

很多传统店铺也在进行着科技升级。虚拟
试衣镜、智能量体仪等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场
服装店面中，在北京、上海等地大型百货商
场，不少服装店面都配有自助体验机，顾客轻
扫条码，衣服尺寸、价格、库存和穿着效果一
目了然。

从科技与产业的融合成果来看，服装业正
在从生产制造自动化向生产、销售链条全智能
化跃升。“科技在消费侧市场端的应用，将极大
增加用户体验与互动。也正是通过提升体验，
企业将更好实现柔性化制造和快速反应。”孙瑞
哲认为，在科技与传统的交互中，服装业正构
筑更有想象力的未来。

服装文化 跨界不在话下

服装是文化和艺术。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从产品中寻求文化和心理认
同。从卖产品、卖服务到输出文化，是大多数服装
品牌的转型方向。在近几年的服装零售店中，文
化元素越来越多，有的甚至成为集服装、读书、茶
艺等为一体的生活空间，大打“跨界”牌。

例外就用一家名为“方所”的书店迅速在
文艺青年中“走红”。毛继鸿认为，企业要把视
角扩展到生活。开设“方所”，就是提供一个文
化和艺术的平台，让消费者找到衣服之外的更
多认同感。

不只是例外，依文、之禾等服装品牌也成
立了生活空间概念店，将生活美学融入商业之
中。“有文化内涵的品牌才有生命力，长久的韧
性。我们愿意与文化做更亲近的接触，使消费
者购买产品不仅是一种物质消费，也是精神收
获。”服装品牌爱慕集团董事长张荣明说。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张辛欣）

最近，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一则人事消息引
发各界高度关注。消息中，一些央企总经理职位
由过去的“任命”改为了“提名”。在外界看
来，这是改革授权经营体制所带来的变化，更表
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再次迈出了坚实步伐。分析
人士普遍认为，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全面深
化、企业党建有力加强、国资监管效能提高、产
业布局结构优化、运行质量稳步改善，国企经营
的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未来，只有咬定青山不
放松、坚持改革不停步，才能让国有企业进一步

“强身健体”、提质增效，为中国经济实现更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

处僵治困瘦身健体

“任命”改为“提名”，就是国企公司治理体系
不断完善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
究中心研究员李锦表示，从政府管理的企业变成有
限责任公司，要在运行机制上做出实际改变。这有
利于明确出资人、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党组
织之间的权责边界，有助于促使国企真正成为依法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
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从而激发企业内在活力、转
换经营机制、实现更好发展。

据国务院国资委总会计师沈莹介绍，2017年国

资委按照中央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全面
部署“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攻坚战，从增收节支、
布局结构、管理提升、加强党建、风险控制等方面
都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僵尸企业”处置，化
解过剩产能，“压减”法人层级、降低成本、推动
重组整合、降杠杆、减负债等方面都下了很大功
夫，有力地推动了中央国有企业的结构优化、转型
升级和提质增效。

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国资监管系统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 50.0万亿元，同比增长 14.7%，实现利
润总额2.9万亿元，同比增长23.5%。其中，中央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 26.4万亿元，同比增长 13.3%，实
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2%，增速创五
年来最好水平。

改革注重质量效益

总体来看，2017年广大国企交出的成绩单可圈
可点、亮点纷呈。

比如，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旗下的中铁工业，
对接国际钢桥制造标准，加强技术引进和自主研
发，在自动化、智能化焊接方面积累了强大技术，
具备了和欧美企业一较高低的实力。再比如，中石
油旗下中国石油勘探院历经七年技术攻关，于日前
发布了“全新一代多井评价软件CIFLog2.0”，实现
了单井评价到多井综合评价的重大跨越，进一步提
升了我国复杂油气储层的测井评价能力。

同时，各地方在国企改革上亦表现不俗。在山
东，产业相近、业务相关、优势互补的国有企业被
重新划分整合；严重资不抵债、不具备正常经营条
件的 98 家企业则被就地注销关闭。在天津，国有
股“一股独大”的局面正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悄然
改变，职业经理人制度亦加速推行。

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高明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国有企
业生产经营取得的可喜迹象，体现了公司制改革、
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所产生的作用。
政府部门由“管人”“管事”“管资产”向“管资
本”“做好出资人”方向转变，其目的就是让国企
运营更加贴近市场需要，扎实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

有望增加公共福利

企业界人士表示，在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重
组或混改的过程中，依然存在规模上“重大轻
小”、身份上“重公轻私”的现象，一些国企中董
事会决策职能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专家看来，混合所有制仍将成为未来国企改
革的看点。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丁文锋撰文
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国企提高全球竞争
力、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途径，其也将成为
国有经济的主要存在形式。未来，改革方案设计和
实施都要突出高质量要求，注重引入有制衡能力和
战略合作的新股东，优化股权结构、不“为混而
混”，同时高质量地推进混改相关配套政策同步推
进。

“中共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更高质量的经济发
展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及获得感增强，这也对
国企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国企要尽可能盈
利，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国企又要提
供更优质的公共产品及服务。”高明华说，从宏观
来看，追求盈利与提供公共产品虽然表面上有一定
的互斥性，但本质上都是旨在提升公共福利水平。
因此，只要严守增加公共福利这一方向，就能不断
做好国企改革各项工作，进而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增添更多底气。

国企健步迈向更高质量
本报记者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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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游客和工作人员向冰邮筒内投递信函。
左图：两名邮递员拿着从冰邮筒内取出的信函，乘驯鹿雪地爬犁开启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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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警送祝福 温暖回家路
1 月 23 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包头铁路公安处乘警为旅客

派发写有出行安全提示的小锦囊，并给旅客派发春联和福字，提
醒旅客注意旅途安全的同时，也为他们的返乡之旅增添了节日的
气氛。图为乘警在为旅客派发写有出行安全提示的小锦囊。

本报记者 张 枨摄

1月22日，安徽省合肥
市恒通社区文化广场，由
社区居民组成的舞蹈队为
当地百姓上演了一场接地
气的“社区春晚”。
张大岗摄 （人民视觉）

社区社区““春晚春晚””精彩上演精彩上演

本报北京1月23日电（记者
王俊岭） 23 日，中国广核集团

（简称“中广核”） 在北京和深圳
同步召开 2018 年度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核技术处理工业废水技
术、等离子体处理固废处理技
术、生物质能、环境综合治理技
术等情况。

据介绍，中广核在提供清洁
能源的同时，近年来还深耕环保

产业，其自主或牵头研发的多款
治污治废技术取得良好成果。例
如，电子束处理工业废水技术可
高效降解常规手段难以处理的污
染物，突破了当前难降解废水处
理的技术瓶颈；等离子体危废处
理技术，为国内医疗垃圾、生活
垃圾、电子垃圾、重金属污泥、
废矿物油等废物垃圾，特别是高
毒、高危险的特殊危险废物的处

置探索出了一条新路；黑水虻昆
虫蛋白养殖技术，把餐厨垃圾和
畜禽粪便的水和有机成分作为营
养来源，通过饲喂黑水虻而转化
为高附加值的昆虫蛋白，利用率
高且无二次污染。

业内人士表示，中广核利用
自身业务优势积极开展废水废料
治理技术研发并取得丰硕成果，
不仅有利于企业自身寻找新的利
润增长点，更有助于提升中国核
电产业竞争力，为中国经济实现
更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本报北京1月23日电（记者
聂传清） 23 日，由人民日报、微
博、新浪网联合主办的“初心·使
命·新征程——2018政务V影响力
峰会”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务微
博优秀代表、政务新媒体领域专
家学者与微博平台方一起，共同
探讨新时代政务微博的发展方向。

本次峰会还发布了 《2017 政

务指数·微博影响力报告》。报告
显示，截至 2017 年底，经过微博
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达到 173569
个。政务微博规模数量依旧保持
稳中有升的势头。政务微博在
2017 年总发博数 8092 万条，较
2016年增长了8%，政务微博总粉
丝量达到 24.6 亿人，较 2016 年增
长 了 12% 。 政 务 微 博 总 阅 读 量

3303亿次、总互动数54.5亿次。
本次峰会设立了主论坛和学

术、创新传播、央企、县域 4 个
分论坛，旨在更加全面、深入、
精细地探讨政务微博发展。中央
网信办移动网络管理局局长方楠
在致辞中表示，政务微博经过了
8 年的发展，不断取得新的创新
与突破。未来，政务微博在“互
联网+社会治理”这一领域所发
挥的作用和影响力还将进一步增
强。

中广核治污治废成果显著

政务V影响力峰会在京举行政务V影响力峰会在京举行

联合国报告显示

去年中国吸引外资总额创新高
据新华社日内瓦1月22日电（记者凌馨）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 22 日发布报告说，2017 年，
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44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继续成为
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外资流
入国。

贸发会议当天发布的 《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 显示，去年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较上一年下降 16％，至 1.52万亿美元。外
国直接投资总额下降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贸易增长等其他宏观
经济指标显著改善形成鲜明对比。

报告显示，发达国家 2017 年外国直接投资较上一年下降
27％，是去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减少的主因。其中，欧洲地区下
降27％，北美地区下降33％。

据初步统计，2017年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保持
稳定，为 6530亿美元，比 2016年增长 2％。其中，亚洲发展中经
济体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增长 2％至 4590 亿美元，使得亚洲超
过欧盟和北美，重新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地区。

1 月 23 日 ，
经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哈尔滨市分
公司授权，2.6米
高的“超级”冰邮
筒在黑龙江哈尔
滨冰雪大世界正
式 启 用 。“ 冰 邮
筒”既可以满足
游客邮寄明信片
的需求，还将凭
借其体量规格申
请“世界最大冰
邮筒”吉尼斯世
界纪录。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