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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记者

樊曦）中国铁路总公司改制成立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18日在京挂

牌。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395亿

元，以铁路客货运输为主业，实行多元

化经营。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有

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改制后成立的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由中央

管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承担国家

规定的铁路运输经营、建设和安全

等职责，负责铁路运输统一调度指

挥，统筹安排路网性运力资源配置，

承担国家规定的公益性运输任务，

负责铁路行业运输收入清算和收入

进款管理。经国务院批准，公司为

国家授权投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

司，公司中文简称为“中国铁路”。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公司

不设股东会，由财政部代表国务院

履行出资人职责。公司设董事会、

经理层，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公司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

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生产经

营需要的劳动、人事和分配制度，建

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公司根据

业务发展需要，可依法设立子公司、

分公司、代表处等分支机构。

该负责人表示，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的成立，有利于发挥铁路

作为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骨干的重

要作用，提高国铁资本效率效益，增强

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市场活力和抗

风险能力，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经

济社会发展；有利于加快构建现代企

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国

铁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

力；有利于促进国铁企业加快走向市

场，提升铁路客货运输服务品质，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于佳欣 潘晔

天猫平台小家电迎来爆发，1 分钟销

售破亿元，4分钟销售额超去年一小时；京

东生鲜半小时销售约 2000吨生鲜产品，3
分钟卖出86万只小龙虾；苏宁易购第一小

时订单量同比增长 215%；网易考拉仅过

101分钟就突破去年首日数值……

“618”购物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各

家电商平台消费数据再创新高。这一与

“双 11”并行的网络购物节，不仅是观察中

国消费新风向的重要窗口，更折射出中国

经济蕴藏的充沛活力。

潜力巨大，国货“逆袭”
成“新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

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络购

物用户规模达 6.1亿。庞大的网络消费群

体不仅代表巨大的市场潜力，更体现了中

国消费的内生变化。

今年“618”期间，国货品牌集体“逆

袭”，迎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消费者购物车

里的“新宠”。

深圳的赵女士在网上下单了一部华为

手机，颜色是网红款“赤茶橘”。“现在的国

货质量上乘，设计感也越来越足，性价比很

高，我在购物时会更倾向选择国产品牌。”

她说。

个体消费行为的背后，是亿万中国消

费者的选择之变。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

造、中国设计，国产品牌正得到越来越多消

费者的认可。

统计数据显示，“618”期间，天猫平台

“亿元俱乐部”的品牌中，国货品牌超六成；

苏宁易购智能酷玩类产品销量TOP5品牌

依次为小度、小米、苏宁小Biu、Yeelight、鹿
客，全部为国产品牌。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现代服务业

处处长陈丽芬表示，近几年国货提质创新，

消费者对国货的认知度和信任度不断提升，

加之对本土文化的情感共鸣，未来消费从

“西化”回归“本土化”将会成为一大新趋势。

线上+线下，“花式服
务”瞄准消费新蓝海

线上线下深度联动，今年“618”电商平

台又有了不少“新玩法”。

苏宁举办“龙虾啤酒节”等一系列线下

活动，与线上促销结合，双管齐下激活夏日

消费。部分电商平台将App与线下实体店

流量打通，消费者线上领取优惠券，即可在

线下门店享受“618”优惠福利。

相比于实体商品，服务类商品市场正

成为电商平台瞄准的消费新蓝海。

与健康服务类商家合作，京东健康在

“618”期间通过全国 5000 多家线下实体

店，为消费者提供体检、齿科、孕产、按摩等

健康医疗服务；苏宁推出“1小时服务圈”，

专注社区生活即时服务，主打快递代收代

寄、家电维修清洗两大核心业务。

“未来，零售活动将融入生活中。不同

场景的时空间隔被打破，产业的固定边界

将逐渐消失。”京东零售集团轮值CEO徐

雷说。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

任赵萍表示，市场繁荣与企业不断加大创

新、线上线下融合步伐加快有直接关系。

电商平台创新服务内容，会进一步激发服

务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

市场下沉，“小镇青年”
成消费新主力

今年“618”期间，各大电商平台在下沉

市场“圈粉”无数。从衣食住行到休闲娱

乐，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小镇青年”，成为消

费的新主力军。

实际上，近几年电商平台一直在尝试

基于社交的新业务，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

的流量入口，凭借社交裂变快速触达消费

人群，把市场下沉到三四线城市和农村。

天猫数据显示，6月16日全天，三至五

线城市用户为书籍贡献的成交量，比去年

增幅超350%。此外，电动牙刷、体脂秤、车

载小冰箱等产品备受“小镇青年”欢迎。

京东家电专卖店数据显示，6月1日以

来，村镇居民购买的平板电视中，51%是55
英寸及以上的大屏幕电视，全面屏电视销

售额比去年翻了一番。

拼多多数据显示，其3C产品于下沉市

场的订单量同比增速超过一二线城市，更

多的实物订单来自三线城市以下的消费

者，而农产品订单则更多来自一二线城市。

分析人士认为，电商平台加速向三四线

城市和农村渗透，帮助商家抓住增量市场，

“小镇青年”的强大购买力，也展现了当下国

内市场蓬勃的消费需求和强劲的增长动能。

“品质消费”倒逼制造
业提质升级

过去不管是“双11”还是“618”，人们的

热情更多在“抢爆款”和“淘便宜”上。如今

的消费者在下单时，不再只盯着价格，而是

追求品质优良、性价比高的“尖货”。

传统羽绒服品牌波司登对此深有感

触。在波司登集团财务总监朱高峰看来，

品牌要起来，必须创新。“随着羽绒服时尚

性的提升，消费者从单一的御寒诉求转变

为体验诉求。波司登率先使用全球顶级优

质羽绒，在设计上，与国内外多位知名设计

师合作，整合全球设计力量，带给消费者全

新体验。”

波司登只是众多企业转型的一个缩

影。消费者对品质的追求，正在倒逼制造

业不断提质升级。

网易严选、京东京造、苏宁极物……消

费升级趋势下，一批主打“物美价优模式”

的新型电商平台应运而生。筛选最优性价

比商品，直连工厂和用户，让消费者花更少

的钱和时间，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消费升级倒逼制造业提质，制造业提

质则会进一步加速消费升级。通过消费数

据挖掘，可以对传统制造业进行反向定制，

实现‘按需生产’，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向精

益化、规模化定制的方向转变。”陈丽芬说。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从“618”电商购物看消费新动向

各大电商发力的“618购物节”，消费者消费热情高涨，快递小哥似已“备足马力”，图为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地区某快递配送地现场。

□IC photo 供图

造梦 追梦 圆梦
——粤港澳大湾区为港澳民众开辟更广阔发展空间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成立

■新华社记者

6600万人口、面积 5.6万多平方公里、

GDP逾万亿美元，媲美旧金山、纽约、东京

等成熟的世界级湾区，并有望成为全球经

济总量最大的湾区……范围涵盖珠三角 9
城市及香港、澳门的粤港澳大湾区已扬帆

起航，为港澳居民提供更多机会，为创业

开辟更多空间，为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香港：在国家发展的高
速列车上谋得一席

每星期至少有 3个工作日，“85后”创

客林恒一会从位于香港新界元朗的家里

出发，来到位于深圳前海的办公室上班，

傍晚再返回香港。这样的“双城生活”，他

已经坚持了3年多。

2012年，林恒一开始在香港数码港的

孵化器创业，把他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智能办公

物业管理。2015年博士毕业后，他决定把

公司搬到离家较近的观塘，并根据业务发

展需要在深圳设立子公司。

恰逢深港两地政府鼓励青年创业者

到前海发展，他和合伙人选择在前海深港

青年梦工场落地。“梦工场的一些管理模

式贴近香港，还在租金、税务等方面给青

年创业者政策优惠，有助香港初创团队成

长，在国家发展的高速列车上谋得一席。”

深圳还为他的产品搭建产业链提供

了可能。“我们在前海研发的智能硬件，可

以直接在深圳找到资源来生产，生产出来

后拿到香港的项目上应用。下一步，我还

打算开拓内地市场。”

林恒一表示，他的事业发展恰好赶上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步伐。“大湾区建设

为我们提供了进入内地发展的黄金机

会。国家推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后，香港可以更加明确自身定位，发挥

所长，并与其他城市互动起来。”

过去十多年，在香港建筑工程业工作

超过 40年的吴仲佳在深圳等地参与过多

个建筑项目，6月在香港创立由粤港澳三

地建筑、工程、城市规划界别等专才组成

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建筑学会。

吴仲佳表示，今年2月公布的《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放宽建筑专业人士

在大湾区提供服务的限制，支持港澳建筑

及相关工程咨询的专业人士在内地创业、

就业和发展，为他们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他说，随着大湾区内人流、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的互联互通加强，粤港澳三地

加强经验分享与交流学习，将可提升大湾

区建筑业整体竞争力。

伴随大湾区的发展，基础设施投资正

在提速。今年广东省重点投资项目金额

高达 6500亿元，其中超过 60%用于基础设

施。吴仲佳预计，大湾区内建筑工程相关

职位将持续涌现，市场将出现人才供不应

求的情况。

澳门：加强对青年创业支持

在“9+2”的另一个重要支点澳门，大

湾区建设的外溢效应也逐渐显现。

“80后”澳门人李卉茵在广州出生，在

澳门读中小学。10年前，她从澳门一家政

府机构跳槽，开始了创业之路。她创办过

时尚杂志，学习过昆曲，现在往来大湾区

创业。

她坦言，由于澳门福利好、人均收入

高，初创企业很难负担高企的人力成本。

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与融合，给她的创

业带来了希望。

“大湾区要融合发展，人才的自由流

动是重要条件之一。港珠澳大桥开通后，

人才等资源流动更加顺畅，这才是澳门创

业者的未来。”她说。

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加

强了对青年创业的支持，从政策指导、行业

对接、融资支持等方面予以帮助，并和粤港

澳大湾区各个城市的创新创业机构进行合

作，方便创业者在大湾区的工作和生活。

李卉茵的文创品牌“澳门好时节”在

坚守之后迎来了柳暗花明。现在，这家坐

落在澳门大三巴附近的文创店，既出售独

家设计的中式时装，又可以品茶、弹琴、唱

昆曲，成为推广中华传统文化的平台。

2018年11月，李卉茵带着这个创业品

牌，代表澳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把澳门设计的带有刺

绣、汉字等中华传统美学元素的中式服装

展现给世界。

澳门广州社团总会副会长黄家伦说，现

在不少澳门人已经在大湾区工作。“我就是

一个例子，我不仅在大湾区出生，更在大湾

区创业营商和生活，每天穿梭于澳门和内

地。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打破

区域城市的界线，充分发挥青年的力量。”

广东：为港澳青年创业
提供弯道超车新机会

在广州创业近两年后，28岁的香港青

年设计师吴嘉惠和他的团队已顺利跨过

了创业的最初阶段，正全力投入粤港澳大

湾区的建设中。

2017年，从英国硕士毕业的吴嘉惠经

过大半年的考察，决定将创业计划落地广

州。他和同样来自香港的几个“90 后”伙

伴共组创业团队，成立设计工作室。“大湾

区市场潜力巨大，这给了香港的青年创业

者弯道超车的新机会。”吴嘉惠说。

如今，吴嘉惠的团队已在广州成功打

造出了“港味”十足的“TimeTable 精品联

合办公空间”。在这里，不仅有宽阔的公

共区域，还有公共健身房和阅读区等配套

设施。目前，空间已入驻了一批港澳青年

企业和创业团队，领域涵盖文创设计、互

联网产品、文娱产业等。

“广州的政府部门非常重视香港年轻

人，为我们创业提供了许多帮助。不仅注

册企业方便高效，而且还帮我们港澳企业

协助处理许多事情。”吴嘉惠说，得益于良

好的营商环境，他的创业项目已经顺利完

成公司注册、人员招聘。

5 月中旬，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二十

一次会议在广州召开，两地提出将联合打

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青年创业基地，为香

港青年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创造更便

利的条件。会上，“TimeTable精品联合办

公空间”成为粤港两地政府确定的首批 10
个“粤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之一。

自今年 6月起，广州正式施行大湾区

内地城市首个支持港澳青年发展的行动

计划，为港澳青年在穗学习、实习、交流、

就业、创业、生活等提供全方位支持。广

州将设立总规模 10亿元覆盖创业各阶段

的港澳青年创业基金，重点投资港澳青年

初创项目。

2015 年起，广东省港澳办、香港特区

政府民政事务局、青年发展委员会共同举

办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为香

港青年提供了1000多个实习岗位，不少实

习单位为世界500强企业。

今年，来穗参与该项实习计划的港生

达300名。“希望通过这一个月的实习，亲身

体验内地的职场文化和生活方式，更加深

入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发展潜力和创

业机遇，为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做出长远规

划。”参与实习的香港大学学生邹芷晴说。

（记者 查文晔 郜婕 朱宇轩 徐弘

毅 王晨曦）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