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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汇战略赞助《奔跑吧》成功签约
“小猎豹”
郑恺
■ 本报记者 李代广 实习记者 李葳
7 月 16 日下午 17：45 分，双汇与浙江卫
视《奔跑吧》战略赞助暨郑恺形象大使签约仪
式在杭州正式拉开帷幕。
双汇发展营销公关副总裁周霄、浙江卫
视副总监周冬梅出席，
“小猎豹”
郑恺的登场，
让现场气氛更加火爆热烈。三方将共同携手，
开启中国肉类营销新纪元。签约仪式由浙江
卫视著名主持人罗希主持。

跑吧》节目里有安慕希，喝一口奶、配一口香
肠简直就是绝配！
周冬梅致辞表示，
许多年轻人都是吃着双
汇的产品长大的，
她的孩子也将双汇香肠作为
必备零食。肉类旗舰双汇与头部综艺 IP《奔跑
吧》携手，恰是国民食品品牌与国民综艺品牌
的门当户对、
价值彰显。跑男团成员郑恺本次
担任双汇火炫风形象代言人，传递着匠心品
牌对年轻群体的进一步靠近，
也彰显了双汇火
炫风年轻、
时尚、
有趣、
美味的产品特质。

携手超级综艺 拥抱年轻受众

吹响年轻化号角 雄狮加速奔跑

《奔跑吧》是浙江卫视推出的一款户外竞
技真人秀节目，播出以来深受年轻人群追捧，
取得了环球融 PING 指数综艺类节目日均收
看用户数第一，猫眼、云合、艺恩等权威数据
TOP1，
以收视率 3.035 再攀新高蝉联冠军。
双汇作为中国肉类行业的领军企业，虽
然市场份额在行业内长期遥遥领先，但在营
销创新和品牌年轻化的道路上，数十年来从
未懈怠过。
本次战略赞助浙江卫视超级综艺 《奔跑
吧》，签约新锐流量明星“小猎豹”郑恺，正是
企业在后疫情时期加速推动营销创新和品牌
升级的重要举措，双汇正在以更加年轻化的
姿态，
持续创新，
锐意进取，拥抱受众。
周霄在致辞中表示，双汇是一个传统的
民生企业，民族品牌。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专
签约现场
业专注做好肉类产品，引领中国肉类行业发
展的同时，紧紧围绕“调结构、扩网络、促转 方携手、联合发声，旨在将双汇火炫风刻花香
型、上规模”战略方针，不断推进创新变革，持 肠推介给更多的中国年轻人群，让他们享受
这也是中
续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和品牌年轻化建设，通 到新潮前卫的健康美味产品。同时，
过加大产品研发创新，不断满足新一代年轻 国肉类行业的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件，更是
“肉制品+顶级综艺+流量明星”营销模式的一
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
此次，中国双汇、浙江卫视、
明星郑恺，三 次重大突破，将揭开中国肉类快消品转型升

本次双汇、
《奔跑吧》和郑恺的联合签约，
是“肉类美食+顶级综艺+流量明星”的大胆试
水，这场大事件的直接着力点——
—双汇火炫
风刻花香肠，甄选了中国辣椒之乡鸡泽县剁
椒、
添加优质鸡脆骨，口味独特，营养美味，正
在凭借“不甘平凡 炫辣到底”的品牌内涵，赢
得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喜爱，同时也是产
品健康化、
品牌年轻化的价值彰显。
近来，双汇这艘中国肉类航母，在年轻一
代管理层带领下，打出了一组新潮的营销组
合拳，不断焕发出品牌年轻化的气息。
2019 年，签约明星黄磊代言食材产品双
汇筷厨，签约著名主持人庞晓戈代言整箱产
品，
开展双汇王中王街舞大赛等。
2020 年，
开展双汇火炫风抖音挑战赛，联
合世界著名 IP 吃豆人推出植物蛋白肉，搭建
双汇动漫抖音号实施 IP 文创营销，联合薇
娅、
林依轮等直播带货，引入新锐明星张雅钦
推广辣吗·辣香肠，推动成都双汇网红地摊
2.0 事件营销等，加上本次携手郑恺和《奔跑
吧》重点打造双汇火炫风产品特质，凸显品牌
内涵，双汇正在用时下新潮的方式、
年轻化的
动作，
加速奔跑！

双汇发展营销公关副总裁周霄 （右） 双汇发展营销公关副总裁周霄（右）
与郑恺签约
与浙江卫视副总监周冬梅签约

级的新纪元。

一起奔跑 喝奶吃肉
周霄与周冬梅分别代表双汇与浙江卫视
《奔跑吧》进行战略赞助的签约。

郑恺出席发布会

随后，
双汇火炫风形象大使郑恺登场，周
霄代表双汇与其签约，并进行隆重的授牌仪
式。现场掌声此起彼伏，郑恺表达了对浙江卫
视和双汇的特别感谢，并对本次合作提出了
更多的美好期许。
最后，他还提出了机智形象的号召：
《奔

双汇发展营销公关副总裁周霄讲话

郑恺（中）出席发布会时讲话

双汇发展营销公关副总裁周霄 （右）
向郑恺颁发聘书

这本账，
中央部门
“晒”
了十年
■ 新华社记者 刘红霞
老百姓过日子，总会想着怎么管好自己的
“小账本”
。国家也是如此。不一样的是，
“小账
本”自己看看就行，
“国家账本”则要定期拿出
来“晒一晒”
。
7 月 17 日，102 个中央部门陆续晒出各自
2019 年度决算“账本”
。这也意味着，
一年一度
的中央部门决算公开进入第十个年头。
人们常说，
十年磨一剑。对中央部门决算
公开来说，
今年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
记者梳理发现，最明显的一条就是决算公
开范围又大了。102 个中央部门中，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中国地质调查局、应急管理部消
防救援局、应急管理部森林消防局、中国地质
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国家煤矿
安全监察局、国家移民管理局、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等 8 个部门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的新

部门。
不仅范围扩大，10 年来，公开内容也在不
断充实，由最初的 2 张表格增加到现在的 8 张
表格，由单纯地
“摆数字”发展到展示绩效和工
作成果。
可以说，从“要我公开”到“我要公开”
，中
央部门“账本”
晒得越来越细。
“预算规范透明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关键内
容。规范和透明相互之间有着内在联系，规范
性越强，透明度才可逐步提高。”中国财政科学
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说，
“透明本身也是预算
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些年，决算公开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
不仅要“晒”
钱花到哪去了，还要看有没有花到
刀刃上、
有没有花出实效。
记者了解到，今年初，财政部印发了《项目
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明确绩效评价分为
单位自评、
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三种方式。

“今年中央部门绩效信息公开范围更广、
力度更大，绩效评价结果公开数量继续增加。”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财政部将
25 个项目重点绩效评价报告、394 个项目绩效
自评结果随同中央决算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参阅，
数量比上年分别增长了 25%、48.7%。
不过，这位负责人也坦言，在绩效评价工
作中也发现一些问题，如部分项目绩效目标设
置不合理、个别项目绩效自评结果客观性不
足、绩效自评结果公开比例还需提高等。
每年决算公开，
“三公”经费总是社会关注
的焦点。2019 年度中央部门表现如何？据财政
部汇总统计，2019 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
出 48.74 亿元，
比预算数减少 32.33 亿元，显示
中央部门落实“三公”支出“只减不增”的承诺
效果明显。
比如，审计署 2019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
拨款支出预算 2169.04 万元，
支出决算 1830.82

海南自贸港建设投资基金
设立首只子基金

万元，也就是说
“省下”
了 338.22 万元。
“过‘紧日子’
，核心是会当家，会用资金，
节约集约管理和使用财政资金。”中国人民大
学政策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俞明轩说，政府部门
带头过
“紧日子”
，可以促进全社会养成勤俭节
约的良好风气，
起到带头示范效应。
北京大学教授刘怡认为，要建立完善评价
结果与预算调整、改进管理、完善政策挂钩机
制，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要问责，低效多压
减，
有效多安排。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中央部门“账本”
里
的“秘密”
越少，
国家良治善治的动力就越足。
据了解，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
了发布在各部门官方网站外，
公众还可以通过
登录财政部门户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
和中国政府网“中央预算决算公开”专栏集中
查阅。
渊据新华社冤

记者从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获悉，海南绿行股权投资基金已完成工商
注册，标志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投资基
金首只子基金成功设立。
海南绿行股权投资基金是在海南省交
通运输厅、
海南省财政厅支持下发起设立，
由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南方电
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海南交控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网建鑫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
总规模 3 亿元，
其中
引入省外资金 1.5 亿元。
该基金设立后将在全省范围内筛选优
质项目，尽快落地首笔投资，
推进产业战略
布局，
推动产融结合。
渊赵叶苹冤

提速数字化！细数中国经济
“云”
上新看点
■ 张辛欣 顾小立

“人工智能不仅学习数据，
也要学习经验，
是数据导向与知识导向的结合。”安德医智董
这是一组
“云”上中国的数据：上半年我国
事长梁伟民说，企业与北京天坛医院联合开发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了颅内肿瘤磁共振影像辅助诊断软件并通过
14.5%，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3%。 审批。借力人工智能，更多先进医疗经验和技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以工商登记为准，我
术将赋能基层诊疗。
国今年前 5 个月新增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近 11
“健康码”为当前人员沟通和经贸往来提
万家，
同比增长 28.54%。
供了简单有效的智能服务；春节后开工第一
压力与挑战下，数字化的提速为发展注入
周，实行在线办公的企业规模超过 1800 万家
新动能，
带来新机遇。
“云”
上中国的新看点，
也
……从携手战“疫”
到城市治理，社会生活中的
传递出中国经济乘风破浪的信心与力量。
点点滴滴都有新技术的身影。
“我们看到人工智能不再遥远，延长了双
手、
强大了大脑、丰富了视觉，消除了时空的障
应用加速
碍。”
百度董事长李彦宏说。
数字技术发挥更大作用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启动早、
环境好，业态
几秒钟，准确率、
灵敏度超 80%，部分指标 和模式创新活跃。特别在抗击疫情期间，众多
、新模式的
超 90%——
—不久前，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 领域成为数字新技术的‘试验场’
、新业态的
‘培育场’
。”
国家发展改革
相关单位进行的评测中，北京安德医智的肺炎 ‘练兵场’
委有关负责人说。
AI 影像辅助诊断产品实现对新冠肺炎较为精
专家普遍认为，
“后疫情时代”
，需求和技
准的判断。
术将继续推动数字化转型，加快经济发展的质
疫情暴发初期，
安德医智迅速推出针对新
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
冠肺炎的辅助智能诊断系统，在国内 100 多家 量变革、
医院免费装机，为疫情防控提供助力，也为人
工智能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用做出尝试。
转型迫切
地 址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一 环 路 西 三 段 33 号 附 1 号

产业数字化迎来更广空间

式正在打破传统业态边界，
产业数字化在数字
经济中的主引擎地位进一步巩固。
疫情让许多产业意识到，智能化是关系到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3 个部门近日公布
生存和发展的头等大事。需求引领和转型迫 《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
切，
不断加快产业数字化的步伐。
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其中明确了加快
此前并没有把线上渠道作为重心的雅戈
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一系列举措。
尔，
在疫情下加快了数字化的探索。从小程序、
“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增强了产业
微信群到全员线上营销、邀请流量明星直播 链的韧性，
提高了质量与效率。”中国信息通信
……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51.07%。企业董事 研究院院长刘多说，下一步还将在数字基础、
长李如成说，未来要将“5G+互联网”融入各环 数字生态和数字协同等方面下大力气，加快提
节，
推动业务、
数据、
沟通全部在线。
升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能力，
为产业数字化筑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信 牢基础。
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是当务之急，更是大
势所趋。
加速新基建
7 月 13 日，百度与中国建材集团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将在智慧物流、智慧工厂、工业无 数字基础进一步夯实
人驾驶等多领域开展深入合作。有关智能化产
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数字基础的夯实。
业链生态链的探索正在展开。
今年以来，围绕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
共享材料、共享订单、共享产能……当前 一系列举措不断推出。
有关新制造与新服务的实践不断推出，
拓展了
江苏制定加快推进数字新基建扩大信息
产业数字化的空间。
消费和支持发展 5G 网络的政策意见；福建公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报告显示，
2019 布了 2020 年度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其中数字
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增加值约为 28.8 万亿元。 新基建项目 52 个……由新基建撬动的新规
今年上半年，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平台、
新模 划、
新探索、
新势能正
“多地开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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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将加快推动数
字基础设施核心技术和应用技术协同攻关，加
快推进 5G 网络建设进度，预计年底全国 5G
基站数超过 60 万个，实现地级市室外连续覆
盖、县城及乡镇有重点覆盖、重点场景室内覆
盖。
“新基建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发
展数字经济首先要有算力。”浪潮集团董事长
孙丕恕说，
浪潮一方面要发挥
“云+数+AI”技术
能力，提供算力支撑，推进智慧计算中心建设；
另一方面，围绕大数据和算力的结合，通过工
业互联网为中小微企业服务。
当前，工业互联网外网建设和内网改造、
计算能力的布局等也在稳步推进。相关研究表
明，预计今年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增加值将达
到 3.1 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
11%。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核心。打造数字竞争
新优势，
重在收集、用好各类数据。”中国工业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徐晓兰建议，在采集端更大
力度推进数据共享的同时，加大算法和算力的
支撑以及软硬件配套能力，并从开放数字资
源、降低数字资费、加大数字应用等方面设计
政策，
让数据释放更多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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