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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多次出手 大宗商品急刹车

没有大咖，没有经费，没有流
量，非头部IP，简直一无所有的网
剧《御赐小仵作》轻松逆袭。网友
因此赐名，“民间黑马”。

5月23日， 小仵作大结局，豆
瓣评分高达8.4，“民间黑马” 名不
虚传。 口碑吊打了一众成本上亿
的偶像剧。

题材不新，风格清新。“侦探”
“推理”走得都是老路，但改了沉
重的主题，紧张的气氛，增加了俏
皮与温暖。“小仵作”没有大制作，
踏实本分搞探案推理， 活泼诚恳
谈恋爱无妨。

由此看来， 网剧江湖里的
小荧幕，也不是永远和流量、热
搜、 互撕、 狗血有关。 爱情要
谈，事业也得搞。不顾此失彼，
更不因噎废食， 才能让一切恰
到好处。

演员讨喜、情节严谨、逻辑在
线。一部轻松而不轻佻的、严谨
而不严肃的古代破案故事，终能
凭借自己过硬的基本功赢得了
尊重。

没有网红基因也能火， 除了
小仵作还有“大时代”。两部剧脚
前脚后，亦正亦邪，一起成了流量
当道，内容翻身的代表。

一部剧能聊党史吗？能写波
澜壮阔的思想史吗？能体现社会
思潮流变吗？ 能展现民心的内
在变革吗？如果都能的话，所有
人只会问一个问题， 那它还会
好看吗？

过往， 很多主旋律题材的影
视作品都输在了最后一个问题。
《觉醒年代》写了一百年前的思想

史，风云激荡年代的思潮流变，这
些直接促成了国家的转轨， 民族
的觉醒。

而这部剧好看， 不在觉醒 ，
而在于将那些激荡时代的大
人物 ，塑造成了可可爱爱的小
人物。

他们“与天斗，其乐无穷”，他
们成了性情中人，他们是父亲，是
兄弟，是朋友，是更容易被接受的
普通人。

网友直呼上头， 便不觉得是
在“看戏”，而是在“看人”。“北大
三兔” 个性十足， 陈独秀直来直
去，胡适温和内敛，蔡元培大智若
愚。还有“铁憨憨”李大钊，活泼俏
皮刘半农。

同是主旋律， 同是意外“出
圈”，《山海情》 至今余情未了。深
陷其中的年轻人反问自己：“这不
是给中老年看的剧啊。”这是一部
认真搞钱的剧， 这里的扶贫故事
不尬，也不吹。

无论是精致的小仵作， 真切
的山海情，还是陈独秀的时代，当
艺术创作默认主人公不是神，观
众也不是傻子， 才是真正弄懂了
现代人的心思。

剧中的陈独秀曾说 ，“在他
们面前， 我们的制度落后了，
我们的思想也落后了 ， 一句
话 ，我们的人落后了”。但这一
次，我们的剧进步了，出圈了，走
在了流量的前面，也成了艺术创
作的先锋。

正如我们曾创造了觉醒年
代， 谁说不能讲好觉醒年代里的
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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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奇遇记
陶凤

高科技占比近半 北京100个重大项目开工

“高精尖”制造项目加速

随着二季度建设黄金期到来，一批“高

精尖”制造项目建设加速。进入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金桥科技产业基地，放眼望去是一

块20195.2平方米的施工现场。据江丰溅射

靶材及溅射设备关键部件产业化项目现场

负责人介绍，目前，现场自来水、雨污水管道

接通；地基图纸已完成，从基坑建设进入打

桩环节。

据介绍，溅射靶材是集成电路装配的重

要基础原材料。至2022年底项目完成后，厂

内溅射靶材及溅射设备关键部件将进入产业

化生产阶段，未来将供给中芯国际，用于半导

体、显示面板等装配。“目前，我们提供的基础

零部件基本达到国内一流水平，靶材精度最

高可实现5纳米。”

前述负责人表示，此次项目系江丰集团

落地北京的首个生产厂房。在此之前，其在湖

南益阳、广东惠州等地均已建厂，供给客户包

括中芯国际、京东方等。“此次在京建厂也是

考虑到方便为更多大客户提供靶材，就近配

套。”

实际上，前述项目仅是本轮开工建设的

攻关项目之一。在经开区，还有中芯京城等一

批集成电路重点项目也于同期开工建设，京

东战略合作伙伴大厦等项目签约落地，通用

软硬件攻关适配中心正式投用。

此外，为了强化“三城一区”主平台作用，

中关村科学城将推进北京协同创新园、学院

路科技园等重点项目，加快推进实创医谷、永

丰大健康产业园等项目建设；怀柔科学城将

签约落户德勤大学项目，开工建设机械研究

总院怀柔科技创新基地等。

值得一提的是，江丰集团在北京排局布

阵，加大基础靶材等原材料供给的同时，其下

游合作商之一的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业务范围也在同步扩围。据京东方项目

建设负责人韩晓伟介绍，目前，京东方智慧医

工事业总部核心能力基地项目于去年5月开

工，目前一期工程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2022年9月将投入使用。

“投用后，患者个人数据将同步上传系

统，医院内部不论是诊疗、服务、管理还是

推广等操作都可以实现数字化。”韩晓伟介

绍道。

三“子”项目数占比近半

拥有90余所大学、1000余所科研院所

及3万余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北京资源

禀赋得天独厚。“十四五”开局，市发改委表

示，全市将持续实施一批引领性、标志性重

大项目，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两区”

建设、数字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五子”联动新发展格局提供

有力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从开工项目领域来看，国

际科创中心、“两区”建设及加快释放数字经

济新活力充分利用地缘禀赋，实现抢先发力。

据统计，在本次集中开工的100个项目中，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两区”和全球数字经济标

杆城市建设项目共安排47个、总投资415亿

元，项目数量和投资额占比均近五成。

为激发“产业+园区”新活力，助力“两

区”建设，海淀、昌平、朝阳、顺义、通州、亦庄

和大兴围绕“三个片区、七个组团”功能定位，

加强政策清单、空间资源清单和目标企业清

单管理，通过“一库四机制”做法，引进了一批

标志性、引领性、首创性项目。

例如，海淀组团高标准启动中关村论

坛永久会址设计方案国际征集；昌平组团

重点推进生命科学园建设，加快建设中关

村生命科学园研究型国际医疗产业转化

平台；朝阳组团深入实施CBD国际化提升

三年行动计划，民生银行大厦开工建设，

加快推进核心区北区泰康、阳光项目将实

现年内竣工验收；顺义组团聚焦航空服务、

商务会展、数字贸易等领域落地一批重大

项目，积极打造具有服务贸易特色的综合

保税区等。

北京为下好新基建“先手棋”，加快释

放数字经济新活力，还将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加紧布局5G、大数据平台等新型基础设

施。据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披露，将建成5G

基站1021个，到年底共新增6000个；集中力

量建设“星谷”，在中关村壹号和星谷创新

园开展试点，促进卫星与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产业融合发展；全面启动北京

商业航天产业基地建设，出台《北京市支持

卫星网络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北京商业

航天产业基地揭牌，先期将开发建设600

亩核心起步区。

据了解，在今年“3个100”市重点工程

中，将原有的高精尖产业领域拓展为科技创

新及高精尖产业领域，围绕重大科技设施平

台集群、科技创新空间资源、服务业扩大开

放、数字经济新基建等领域组织实施100个

重大项目、总投资3138亿元，今年计划完成

投资470亿元，1-4月完成投资148亿元，完成

全年计划的31.5%、高于全市重点工程项目

平均进度5.2个百分点。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刘瀚琳

做好价格异动应对

今年以来，受国际传导等多重因素影响，

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一些品种价格

连创新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5月中

旬无缝钢管等黑色金属、液化天然气、煤炭等

大宗商品均出现不同幅度的上涨，其中无烟

煤涨幅达17.5%。对此，《行动方案》提到，要做

好铁矿石、铜、玉米等大宗商品价格异动应

对，及时提出综合调控措施建议，强化市场预

期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天，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浙江宁波考察期间也指出，

“我们会想方设法做好大宗商品的保供稳

价工作，合理引导市场预期。既要适当储

备、进行调控，又要打击囤积居奇，以支

持企业应对成本上升等经营困难，努力防

止向居民消费价格传导，避免影响人民群

众生活”。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王静文在接受北

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输入型因素，

即以铜、石油等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上涨

带来的国际传导因素，这些产品的定价权不

在国内，其上涨主要源于全球需求复苏加速

和新兴经济体供给尚未完全修复带来的供

需不匹配，以及疫情期间释放的天量流动性

引发的通胀预期。此外是国内因素，今年以

来，国家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之下加大

了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清理，导致钢铁、煤炭

价格上涨。

多方联手抑制市场过热

值得注意的是，5月以来，国务院常务会

议已经连续两次聚焦相关问题，其中在5月12

日要求跟踪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市场变化，做

好市场调节，应对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及

其连带影响。5月19日国常会再度强调，要高

度重视大宗商品价格攀升带来的不利影响，

遏制其价格不合理上涨，努力防止向居民消

费价格传导。

在王静文看来，大宗商品稳价的关键是

保供。国常会也针对“保障大宗商品供给”部

署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落实钢铁关税调整、出

口退税等前期出台政策，优先保障国内供给；

督促重点煤炭企业增产增供；增加风电、光

伏、水电、核电等新能源出力；加强大宗商品

进出口和储备调节。

紧接着，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联合声

明，有关监管部门将密切跟踪监测大宗商

品价格走势，加强大宗商品期货和现货市

场联动监管，对违法行为“零容忍”，持续加

大执法检查力度，排查异常交易和恶意炒

作，坚决依法严厉查处达成实施垄断协议、

散播虚假信息、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等违法

行为。

在相关部门一次次表态并出台应对措施

的同时，近期，郑州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

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三大商品期货交易所

也先后多次发布公告，对部分价格上涨过快

的品种相关期货合约采取提高交易保证金标

准、提高交易手续费标准、扩大涨跌停板幅度

等临时监管措施，加强市场引导，抑制市场交

投过热。

深化价格机制改革

一系列部署预示着大宗商品价格降温在

即，除做好铁矿石、铜、玉米等大宗商品价格

异动应对外，国家发改委此次发布的《行动方

案》进一步明确，将加强和改进价格调控，健

全重点商品监测预测预警体系，加强粮油肉

蛋菜果奶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坚持并

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棉花目

标价格政策等。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国家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十三五”时期，我国保供稳价

成效显著，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机制不

断完善，经受住了新冠肺炎和非洲猪瘟疫

情的冲击和考验。《行动方案》对“十四五”

时期价格机制改革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加

快补齐短板，以重要民生商品、大宗商品为

重点，健全监测预测预警体系，完善调控工

具箱，强化政策配套，提升保供稳价能力和

水平。

“这些举措主要是强化预期管理，防止企

业在涨价预期下加大备货、积极补库导致价

格进一步上涨，预期自我实现。”王静文对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这些举措有一定的可行

性。除此之外，还可考虑引导人民币适度升

值，以适当抵消进口价格效应。”

据中信证券发布的研报分析，目前经济

继续呈现“外需旺、内需稳”的态势不变。本

周，螺纹钢、焦炭、动力煤等大宗商品均出

现较大幅度回调，预计这一类以国内定价

为主的大宗商品价格高点可能已经到来，

这一变化一定程度上也将缓解PPI持续上

行的趋势性压力，PPI年内同比增速高点预计

在今年5-6月。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吕银玲

相关部门再度出手解决大宗商品涨价问题。5月25日，国家发改委表示，近日出台了《关于“十四五”时期深化价

格机制改革行动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行动方案》），要求做好铁矿石、铜、玉米等大宗商品价格异动应对。目前经过

监管层多次出手，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已现回调态势，5月12日之后，大宗商品快速“红翻绿”。在专家看来，接下来最关

键的是做好保供工作。

今年以来大宗商品市场情况

螺纹钢

热轧卷板

铁矿石

动力煤

5月初-12日

1月初-4月末

5月13日-24日

27%

14%

-19%

28%

17%

-20%

-20%

13%

20%

18%

19%

-23%

5月25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获悉，今年以来，北京聚焦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两区”和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加快实施了一批重大科技创新和高精

尖产业项目。在本次集中开工的100个项目中，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两区”和全球数

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项目数量和投资额占比均近五成。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些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将带动全市加快取得科技创新新突破，促进创新链、产业链、

供应链“三链联动”，推动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