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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资讯创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进博会是中国经
济增长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标
志性事件，将助力各行业企业
把握中国消费升级、扩大开放
和数字化经济下的新机遇。”安
永中国主席兼大中华首席合伙
人吴港平表示，此次举办的首
届进博会是中国政府支持贸易
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主动向
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业
内人士指出，进博会不仅提供
货物和服务交易，而且承载了
全球性重大问题探讨等多重功
能，打造综合性平台，推动经济
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
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日前，安永发布的《中国对
外 开 放 新 时 代》数 据 显 示 ，
2017年中国商品进口同比增长
15.9%，达到6年来最高增长水
平，未来中国有望超越美国成
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场。随着
中国家庭追求更高品质的个性
化产品，中国进口市场也展示
了巨大的潜力。"随着市场开
放，更多监管配套措施将陆续
推出，更多的跨境市场开放也
在酝酿之中，预计在进博会后，
市场还有望进一步开放。"吴港
平表示，首届进博会展示了政
府寻求通过科技进步和驱动消
费增长来稳定经济，从而实现
中国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
场’转型所付出的努力，预计未
来数年，进博会将成为标志着
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旗舰活
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
进博会上，无论身处进博会的
任何一个展馆，创新是离不开
的主旋律，也是其中的最大亮

点。就汽车行业来看，数字化
已经在全球汽车行业掀起了新
浪潮，相关人士表示车企需要
积极重塑产业链，无论是国内
或国外行业参与者，都应在制
定策略时积极回应数字化带来
的新机遇和消费者的需求，力
求创新。

普华永道思略特在日前发
布的最新全球创新1000强报告
中也指出，2018 年全球创新
1000强的研发支出总额上升了
11.4%，其中，中国企业研发支
出增长 34.4%，达到 600.8 亿美
元，增幅领跑全球。报告内容
显示，全球各地区的研发支出
都出现了增长，其中最引人注
目的是中国和欧洲，增幅分别
达到34.4%和14%。从行业看，
消费品行业五年来首次超越软
件与互联网行业，研发支出同
比增长率排名第一，达到26.3%；
计算机与电子品的研发支出占
总体研发支出的22.5%，位列行
业第一。研究同时显示，医疗
有望在2020年超过计算机与电
子品，成为研发支出最多的行
业。 普华永道思略特大中华
区总裁徐沪初表示，卓越创新
力的关键是在增加研发支出的
基础上，保持商业战略、企业文
化、高管团队与创新策略高度
匹配。他指出，在中国企业方
面，中国研发支出占创新1000
强研发总支出的比重从去年的
6.4%上升至7.8%。阿里巴巴连
续第三年蝉联中国企业研发支
出榜首，研发支出为 36 亿美
元。“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纲领下，创新将成为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中国企业的研
发支出增幅显著，这和国家把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现代

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密不可
分。此外，中国所有行业的研
发支出都有增长，特别是软件
与互联网和工业行业。”

值得一提的是，进博会上
大量国际知名企业推出了最新
产品和设计，但无论是在亚太
还是欧美，大量细分市场的“隐
形冠军”都是中小企业。在本
次进博会上，以社交拼单模式
走在前沿的拼多多表示，将利
用自己社交拼单“人以群分”的
优势，引导其开发适合不同消
费群体的个性化产品和服务。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现
场，参加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论坛的拼多多副总裁李源表
示，公司将启动“国际直通车”
计划，3年招募50万家海外中小
商家入驻，将促进海外商家与
中国消费者实现端到端的对
接，继续减少中间环节流通成
本，让消费者以更低价格买到
更多海外优质好货。“预计首批
合作商家主要来自东南亚、日
本和韩国等地，也将招募部分
欧美中小商家入驻，让更多海
外生鲜农产品直送国内消费者
餐桌。”此外，在进博会上，承办
中国进口食品（首届）行业峰会
的光明食品集团，首次向全球
发布中国进口食品行业报告，
帮助国内外食品贸易企业获得
行业权威信息、把握行业发展
趋势，推动中国食品产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光明食品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是明芳在论坛
上表示，集团打造的“全球食品
集成分销平台”，通过“走出去
投资，引进来精品”，链接全国
分销渠道，未来也将加速拓展
海外市场，把握食品产业和消
费“双升级”带来的发展机遇。

青年报记者 陆安怡

本报讯 2018年是老凤祥品
牌诞辰的170周年华诞，作为历
史悠久的民族品牌，点缀在项颈
腕间的它，承载了人们对孩子的
希望、对伴侣的爱意、对长辈的
关怀，伴随着一代代人成长。而
注重年轻消费群、培养青年人
才、坚持创新更是成为老字号企
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近期，
老凤祥参与了包括黄浦区人社

局“老字号新活力”在内的以培
养青年创业者为载体的系列活
动，通过青年创业营等方式，鼓
励优秀青年为老凤祥撰写创意
策划书，为企业注入了源源不断
的新鲜血液与活力。

重视年轻消费群
设计开发倚重青年人

人才是企业最需要的资
源。老凤祥首席发言人、市场
部总监王恩生表示，黄浦区人

社局开展的“老字号 新活力”
活动，通过深入走进老字号企
业进行人才需求的调研，了解
企业缺乏何种人才。“在此基础
之上，可以为企业输送所需人
才，输入新鲜血液，让老字号历
久弥新。政府还可以牵头，组
织老字号企业成立战略联盟，
并建立青年创业平台。”王恩生
建议，可以多开展一些制度化、
常态化的活动，支持更多的年
轻人创新创业，同时助力老字
号企业的更好发展。

为了给老字号赋予新活
力，使品牌与产品更加年轻化，
一直以来，老凤祥都在不断推
出适合年轻人的新品类、新产
品。公司的创新驱动力来自于
青年人才，金、银、铂、翠……细
细数来，老凤祥共有14种品类，
年轻人不仅参与到了全品类的
设计工作，而且几乎各个品类都
由年轻人掌舵。“因为企业在市
场开发和产品设计上，大量面向
年轻消费者，所以我们非常注重
设计人员和创意制作人员团队
的年轻化。”

目前，老凤祥的大师设计中

心以年轻人为主体，由资深的工
艺美术大师领衔指导。在设计
中心，很多80后青年已经工作了
10余年，他们在老字号成长，也
让企业在理念和产品设计方面
更接近年轻人的想法。

90后“海归”陈圣佳就是一
位在大师设计中心工作的青年
设计师。她曾在澳洲学习现代
艺术-金属首饰金工专业。求职
时，老凤祥是她的首选企业。

“国内的首饰文化历史悠久，老
凤祥传承了传统工艺，有着百余
年岁月沉淀。”她说，“这与我的
喜好与追求十分契合。”在她看
来，设计中心在传统手工艺的基
础上，为产品注入了现代设计的
构思，加入了面向不同年龄层的
时尚元素。

老凤祥在工艺改革方面也
十分倚重年轻人，用科技创新
的新工艺打 动 年 轻 消 费 者 。

“ 非 遗 手 工 艺 需 要 年 轻 人 创
新。”王恩生说。在操作中心，
95 后的陈益帆在操作台前，制
作着首饰样品，她表示，作为
青年人他们也在为老字号带
来年轻的理念。

走出去回馈社会
助力青年创业

老字号的成长发展永远与
青年人息息相关，在很多业务上
都 能 与 年 轻 人 擦 出 新 的“ 火
花”。老凤祥在积极参与黄浦区
人社局组织的“老字号新活力”
活动中，通过青年创业营的方
式，鼓励优秀青年为老凤祥撰写
创意策划书，并且公司还是一些
产业相关学校的实习基地，为学
生提供实践平台。

在收获品牌影响力的同
时，作为老字号，老凤祥也不忘
履行社会责任，帮助年轻人创
业。“欢迎更多的年轻人加盟
老凤祥。”王恩生说，老凤祥可
以打造成为年轻人创业服务
的品牌。

老字号是一种文化。今年
正值我国改革开发40周年，上海
也提出全力打响四大品牌。王
恩生表示，珠宝事业也是美的事
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强大创新
能力的推动下，这个行业的前景
将非常广阔。

青年报记者 明玉君

本报讯 近日，由普陀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普陀
区就业促进中心承办，胧爱校
园、红湾众创空间协办的“创业
汇”之创课汇——“创业Style”
青年大学生创业体验日活动在
创业汇园区拉开序幕。

活动以“创业 Style”为主
题，宣扬创业时尚正能量，助力
青年大学生在见习中解决创业
实际难题。现场，创业汇园区、
华大科技园、创业星工厂等普陀
区创业见习基地与数百位青年
大学生结对，展开面对面的交
流。参展岗位涵盖服装饰品、文
创设计、生活方式、科技信息产
品等多个行业和领域，吸引了众
多大学生驻足和咨询。

青年报记者注意到，活动通
过交流互动、竞争匹配、岗位展
示等形式，在多维度挖掘青年大
学生创业潜能的同时，也全方位
展现了普陀区创业孵化基地与

各创业团队的建设成果。值得
一提的是，创业指导专家也应邀
来到现场，作为观察员帮助大学
生配对合适的见习项目，为他们
出谋划策。

最终，经过专家点评、岗位
匹配等环节后，大学生们与心仪
的企业签订了创业见习协议，并
带着对创业的憧憬迎接接下来
的见习体验。据悉，创业见习为
期3个月，在此期间学员们可以
享受创业见习政策与指导。“在
这里，我收获了体验与历练，也
获得了岗位与资源，对未来的创
业之路充满了信心。”学员王璐
激动地说。

“普陀区通过筑造创业高
地，为有意向创业的大学生提供
各种资源和实践机会。”活动主
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青年
大学生创业体验日活动，旨在挖
掘和塑造更多创业型人才，发现
和培养更多青年才俊，帮助他们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
中崭露头脚，离梦想更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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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创新研发支出领跑全球
业内人士：进博会后跨境市场有望进一步开放

“创业Style”青年大学生
创业体验日活动顺利举行

活动现场。 受访者供图

老凤祥南京路门店。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