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民营企业作为重要市场主体，为商务发
展作出突出贡献。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
好推动民营企业在商务领域发展，记者采访
了商务部部长钟山。

三方面着手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壮大

记者： 座谈会提出支持民营经济的
六方面举措，商务部将如何落实，进一步
提升民营企业获得感？

钟山： 商务部接下来将从三方面着手，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一是搭建更多平
台。鼓励民营企业参与进博会、广交会及海
外展会，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让民营企
业有更大发展空间。 二是提供更好政策。取
消商务部行政事业性收费， 推动出口退

税、贸易融资、便利化等措施落地，出台
扩大消费、创新流通等政策，让民营企业
更有活力。三是营造更优环境。进一步放
宽市场准入，让民营企业发展得更好。

多措并举优化民营企业
外贸发展环境

记者：当前，我国外贸发展面临较多
挑战，商务部将采取哪些措施，支持民营
企业发展对外贸易？

钟山：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外部环境发
生变化，形势严峻复杂。商务部协调相关部
门，推动出台了压减通关时间、降低通关费
用等政策措施，全力保持外贸发展稳定。下
一步，我们将继续多措并举，着力优化民营

企业外贸发展环境。 一是狠抓稳外贸政策
措施落地见效。 及时开展政策落实情况调
研，加大督促检查力度。二是深入推进“三
项建设”。即建设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贸易
促进平台、国际营销网络，帮助民营企业转
型升级。三是积极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促进
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发展，帮助民营
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

支持民营企业创新流通，
促进扩大消费

记者： 内贸流通与居民生活息息相
关， 商务部将采取哪些措施助力民营企
业在这个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钟山： 民营企业是内贸流通的主力

军。近年来，商务部一方面着力推进“放
管服”改革，为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各类
内贸流通企业松绑减负，同时，支持发展
新业态新模式， 推动内贸流通企业创新
发展。下一步，商务部将大力支持民营企
业创新流通，促进扩大消费。一是支持民
营企业积极参与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
点， 将培育30个左右的行业供应链协同
平台， 力争实现平台上的中小民营企业
交易成本下降10%左右。 二是推动民营
企业创新商业流通模式，引导网络消费、
定制消费、体验消费等新模式加快成长。
三是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城乡流通设施建
设，鼓励民营企业在建设高品位步行街、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中发挥更大作用。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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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的南山实践

引领前沿
“南山产品”走向世界

根据手机提示转动头部，建立人脸三维
模型，之后使用手机时可实现免接触“刷脸”
解锁……近期发布的带有3D人脸识别功能
的“网红”手机，将深圳南山的民企奥比中光

推向台前。“我们投入研发3D结构光手机方
案已有3年，终于迎来了成果检验的一刻。”奥
比中光创始人黄源浩说。

“深圳近40年来的发展经验表明，创新
是第一动力。”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吴思康说。南山是其中的典型样本。“每一
个10年，南山都有代表性的创新企业出现。”
南山区委书记王强说， 家电时代的康佳，手
机时代的科健，智能时代的华为，互联网时
代的腾讯等知名企业，都起步于南山。

2017年， 南山实现生产总值4601.5
亿元，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发展研究院旗下赛迪顾问发布的
《2018年中国百强区发展白皮书》 显示，
南山区位列2018年中国百强区第一位。

大疆无人机受到美国市场欢迎，传
音手机在非洲销量排名前列，机械臂“新
贵” 越疆科技海外市场发展迅猛……站
在“创新高地”之上，“中国硅谷”孵化而
出的企业更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

开放融入
链接全球创新资源

苹果华南总部、高通深圳创新中心、

空客（中国）创新中心……一系列全球知
名企业选择将创新载体落户南山。 在不
少专家看来， 这一方面是对中国市场的
再发现、再认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南山
开始不断融入全球创新链条。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
达说，大型跨国企业加强在深圳、南山的创
新中心布局，是研发资源全球配置的需要，
有望带动南山的产业提升， 并将提升深圳
作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国际化水平。

在“引进来”打造“世界级创新型滨
海中心城区”的同时，南山也以更加开放
的姿态“走出去”，链接国际创新资源。

目前，由南山企业“走出去”投资建设的
海外创新中心已达7个。 以深圳清华大学研
究院与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建设的
美国旧金山海外创新中心为例， 将与旧金
山、硅谷的孵化器合作，重点瞄准人工智能、
物联网、大健康领域的特色项目进行孵化。

源头创新
布局基础研究载体

坐落于南山的鹏城实验室， 是首批
启动建设的广东省实验室， 正成为推动

人工智能平台建设的重要载体之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 鹏城实验室主任

高文表示，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 未来鹏城
实验室将开展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和
应用技术开发，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中发挥人工智能作用。

目前，鹏城实验室正推进“一个平台、
两个应用” 建设， 即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平
台， 以及将人工智能和产业发展相融合的
“智能交通和智慧医疗”两个应用。

在不少业界人士看来，“中国硅谷”走
向世界，要从模仿跟风的跟随创新，迈向引
领发展的源头创新， 其中创新载体的建设
意义重大，并要探索体制机制创新。

在位于南山的深圳大学城， 国家超
级计算深圳中心正推进建设E级超级计
算机。“‘十三五’期间，深圳计划投资40
亿元，打造E级计算机。”国家超级计算深
圳中心主任刘明伟说，E级计算机将使中
心的计算能力提升1000倍， 成为粤港澳
大湾区重要的大型科学装置， 为湾区基
础科学研究、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提供强有力支持。

（据新华社深圳11月14日电）

� � � �不到40年时间里， 从一个默默
无闻的边陲区域跃居全国区（县）前
列，伴随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经济
发展的深圳“南山奇迹”崛起于南海
之滨。腾讯、大疆、光峰光电……南
山扭住创新驱动不放，颇具“中国硅
谷”气质，一个个民营高新技术企业
从这里生长壮大，迈向全球市场。

南山，曾经创建中国第一个涉外
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发出过“时间
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 的时代强
音。如今，南山正探寻创新发展的“世
界坐标”，以开放包容的理念融入全球
“创新链条”，在新时代“创新再出发”。

“中国硅谷”探寻“世界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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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民营企业在行动

下期奖池：6685696823.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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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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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运动“剁手”点赞
� � � � “双11”过后，各项数据指标出炉，“体育消费”也蹭着“全
民买买买”的热度，收获颇丰。

11月13日，阿里体育公布“双11”全民体育消费数据，天猫
淘宝两大电商平台的体育消费总额突破60亿元， 全平台成交
人数达2000万，总额增长17.6%，人数增长11.4%。

一句“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在“双11”购物风潮中变成事实———
跑步、户外、游泳、健身、瑜伽、篮球等大众体育项目消费位居前列，
越来越多的人为运动买单，所涉及的项目范围也逐渐扩大。

物质水平稳步上升的时代， 健康已成为衡量居民幸福感的重
要参数。近年来，全国所有年龄段经常参加锻炼的人数比例一直在
增加，体育消费也逐渐攀升。体育消费风靡，反映出大众对于体育锻
炼的“体验感”有了更高的需求。穿戴装备、智能设施、课程购买、线
上线下联动，种种因素加持让健身变得更有针对性，也更加科学。

眼下，国内民众的健身观念和终身运动习惯正在形成，民
间体育资本、“互联网＋”、体育产业等迎来了井喷式的发展机
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为运动“剁手”，更加热情地投入到“体
育消费”，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
到，202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要超过3万亿元， 经常参加锻
炼的人数要达到4.35亿。

这是一个国家的梦想，可喜的是，已经有更多人开始行动。或许
老百姓能贡献的“真金白银”，只是买一副球拍，添一双球鞋，但体育
产业从业者却可以有更多的思考和作为———让“体育消费”在结构
上更加合理，服务类消费、场馆类消费、体验式消费加快跟上，让整
个体育产业升级优化。

场外任意球

周倜

穿越大湘南江华站23日启动
� � � �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周倜）2018“走红军走过的
路·徒步穿越大湘南”暨瑶族古镇杯大美永州大穿越活动（江
华站）将于11月23日鸣枪。

江华历史文化厚重，至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为了让选
手在徒步健身的过程中更好地领略沿途人文风情， 本次活动
设有徒步穿越组、24小时挑战组两大组别， 其中24小时挑战
组要求选手在24小时昼夜不间断地进行团队徒步挑战。

本次活动由中国登山协会、省体育局、省卫计委、永州市
政府主办，湖南凌鹰户外体育运动有限公司全程运营。

———访商务部部长钟山

让民营企业有更大发展空间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