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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风险地区清零 本轮疫情趋于平稳

沸腾了整个周末，娱乐圈正在

经历新一轮暴风骤雨。

郑爽被上海税务局处罚2.99亿

元，坐实了偷税漏税。赵薇一夜之

间销声匿迹，众说纷纭。赵丽颖、王

一博工作室被约谈，直指极端粉丝

拉踩引战。

中央网信办同天宣布，要加大

治理“饭圈”乱象，粉丝打榜、集资应

援是其中重点。第二天，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网站发布《流量明星“翻篇”

了》一文，对流量明星德不配位直言

不讳。

从“倒奶事件”“集资行为”“吴

亦凡被批捕”，偶像明星+流量经济+

饭圈文化，在如今这个时代，分分钟

就能放大成舆论热点事件。

过往十余年，相当数量的男性

娱乐和消费需求被游戏分流，偶像

市场变成女性为主要受众的领域。

鲜肉崛起，明星鄙视链，四旦双冰让

位于流量明星。

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粉丝通

过互联网制造肉眼可见的谈资和

噱头，从此生成热度，最终具象化

为爱豆的商业价值，流量经济呼风

唤雨。

饭圈制造的“商业价值”扶摇直

上，粉丝用爱发电为偶像创造“花

路”，商家也已经熟稔地操控着各种

KPI游戏。

有了“爱的供养”，又有了资本

加持，流量经济无限膨胀，此后量变

引发质变。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

税漏税，乱象之下偶像失格、明星失

控，娱乐圈难免乌烟瘴气。

观赏男性、消费男色。“鲜肉时

代”最初曾被解释为女性的觉醒。但

由于流量艺人作品缺失，粉丝权重

提升，这种觉醒超越了“男色消费”，

带着极高的忠诚度、仪式感，甚至使

命感。

名利接踵而至，表面看猝不及

防。但从普通艺人到顶流，被诟病的

流量经济，是因也是果。内娱发展黄

金期，功利、浮躁、短视、偷懒，皆为

因果。由此导致，智力、创作、业务能

力不受褒奖。

影视寒冬期流量反噬，一种生

产力削弱了，另一种就会更加膨胀，

而互联网、数据、算法掺杂其中，加

剧了市场的失衡。

吴亦凡倒了，热搜沉了，泡沫破

了。但被流量体系改变的一切，那些

塞满偶像的国产剧、那些害怕被粉

丝网暴的舆论场、那些自以为是的

流量明星，还需要更大的力量去对

抗，更多的时间去改变，更多的勇气

去修复。

明星、粉丝与水军，不应困在

无意义的数据里。粉丝数、转评赞、

热搜……仅凭这些数据导向的终

极意义，并非一个成功艺人的真实

价值，更不是一个理性市场的上升

导向。

数据女工下班后，我们期待的

是，40岁的女演员有饭吃、有戏演。

而流量非万能、要看角色适配度，编

剧被尊重、剧本有分量，导演有话语

权，更有选择权。

而那个时候，应该是好作品的

春天来了。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2021，数据女工下班后
陶凤

每年千亿投资 副中心再造国际交往新枢纽

品牌焕新高精尖要素集聚

2020年9月，支持北京打造国家服务业

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的政策正式落地、中国

（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也相应揭牌，全市范

围内的“两区”建设由此拉开帷幕。

在发布会上，通州区“两区”工作领导小

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区委副书记刘东伟表

示：“一年来，通过强化副中心意识、加强创新

力度、注重城市副中心品牌打造，北京城市副

中心的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2021年初公布的规划显示，“十四五”期

间城市副中心将实现8000亿元投资落地，平

均每年上千亿的投资，无疑将为各类企业提

供广阔的应用场景和巨大的商业机会。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通州正在通过布局金

融服务业态快速改变外界的刻板印象，一大批

财富管理、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的企业正

在向这片热土汇集：2021年5月，国际四大会计

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PWC）成功入驻北

京城市副中心；6月，北京银保监局批准上田八

木货币经纪（中国）有限公司在城市副中心开

业，这也是我国第一家外商独资货币经纪公司。

同期，坐拥A股千亿市值新能源上市公

司的三峡集团，已经携旗下15家子公司入驻

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绿色金融方面，

中美绿色基金、三峡清洁能源公司、北创低碳

科技创业投资基金等企业先后引入，北京银

行、中国银行也先后在副中心设立全市首家、

第二家“绿色金融”专营支行；全球金融市场

数据及基础设施领域，路孚特中国总部落地

副中心；金融人才方面，清华大学通州金融发

展与人才培养基地项目正式启动……

“正是副中心在‘两区’建设中创造出的

营商环境，吸引我们落户北京”，上田八木中

国区负责人黄洪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我们对

在副中心发展业务充满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通州区宣传部部长汤一

原在新闻发布会现场透露，通州拟于9月6日

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举办

“千年之城，开放新篇”走进北京城市副中心

活动，届时将有更多与重点企业的合作揭晓。

用政策红利换来企业获得感

在“两区”政策支持下快速发展的北京城

市副中心，更像是在加速回归这座建置已经

2200多年的“千年之城”原本的位置。

“通州自古以来就是路通天下、漕运通济

的京畿重镇。”运河商务区党组书记、主任林

正航这样介绍道，“可以说，其开放包容的历

史气质预设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时代定位。

站在宏观历史尺度上，‘两区’政策叠加下的

通州，无疑迎来了自大运河漕运通航以来的

又一次重大历史机遇期。”

如今，运河商务区1379万平方米的优质

产业空间，相当于3个上海陆家嘴；将于2024

年底通车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

是连接北京两个机场唯一的轨道交通节点，

到首都国际机场15分钟、大兴国际机场35分

钟、河北雄安新区1小时。

产因城而兴，城因产而荣。与运河金融城

比邻呼应的，是一座颇具巧思的国际设计小

镇，从而让整个区域的气质在商业和人文之

间达成了巧妙的平衡。“张家湾设计小镇将成

为北京国际设计周的永久举办地和主要会

场”，中关村科技园通州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余龙介绍道，“项目遵循设计小镇‘毯式街区’

的建设理念，首次引入了融合5G新基建、物联

网、BIM协同等技术的‘智能建造平台’，实现

了工程项目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据了解，该项

目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大师亲自操刀，

按照“尊重历史、延续肌理”的理念进行设计，

志在打造工业厂区“存量利用”的示范区。

要想让副中心“高端金融”+“创意设计”

的宏伟愿景得以落地，关键在于政策；而政策

的聚焦核心，则是作为社会财富生产单元的

入驻企业。副中心表示，将继续以持续开放回

应前进挑战，用政策实利换来企业有感。

区金融办副主任孙国卓介绍称，通州区

与市金融监管局在5月联合印发了《北京城市

副中心促进金融业发展措施》，在金融机构开

办费补贴、人才落户支持、人才奖励、购租房

补贴等方面给予金融机构落户副中心更有力

的支持———类似这样企业可感知的扶持政

策，在副中心还有不少已经出台、或正在酝

酿。截至目前，副中心已经成功落地北京自贸

试验区首批境外机构境内账户即期结汇业

务、完成北京市场首单供应链票据贴现款项

发放、在全市率先试行网上“证照联办”、发出

了全市首张“一照含证”营业执照……

下一步，通州区还将设立一个定位于城

市副中心战略咨询机构和战略资源交互平台

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两区’顾问委员会”，预

计由政策战略专家、行业领军人才、高校及研

究机构资深学者等各领域专业人士组成，从

而更好地集思广益，为副中心吸引服务企业、

建设美好宜居城市建言献策。

“‘两区’建设是‘十四五’开局起步之年

的发力点、重头戏，”刘东伟在发布会上总结

道，“下一步，通州区将进一步深化‘两区’建

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数字经济、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五子’

联动、一体推进，形成叠加效应。”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王晨婷

迈进“两区”建设一周年时间节点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创下一个又一个纪录。年

初公布的规划显示，“十四五”期间城市副中心将实现8000亿元投资落地，平均每年投

资上千亿元。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召开“两区”建设成果专题发布会，北京最大的基础

设施建设投入、亚洲建筑面积最大的交通枢纽涵盖其中。

高风险清零，疫苗接种继续

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连日来，云

南、江苏、河南、湖北、上海、北京等十余个省

区市相继出现本地病例，其中，8月9日全国新

增本土确诊病例一度达到108例，为本轮疫情

最高点。随后各地迅速反应，新增确诊病例数

据逐渐回落。

国家卫健委通报，8月28日0-24时，全国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3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

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这也意

味着，国内本土病例实现了零新增。

与此同时，各地风险等级也作出了相应

的调整。8月28日下午召开的郑州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郑州市卫健委党组

书记王万鹏宣布：郑州市最后一个中风险地

区（二七区京广路街道），已于当天中午12时

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并解除了相关区域、道路

的封闭封控管理措施。至此，郑州市中高风险

地区全部清零，封闭封控区域全部解除，离郑

“核酸证明查验服务点”全部撤除。

自8月29日起，扬州市邗江区双桥街道石

桥社区姚庄小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

地区。同时，主城区范围内受疫情影响关闭的

农贸市场也有序恢复正常经营。

8月29日12时起，瑞丽市姐告国门社区也

调整为中风险地区。至此，全国高风险地区全

部“清零”，中风险地区还有17个。

而早在一周前，北京全市已经全部为低

风险地区。“目前我国本轮疫情已经得到有效

控制。”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于8月27

日在发布会上表示。

疫苗接种仍在有序推进中，截至8月28

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03293.4万

剂次。

风险仍存，不能放松警惕

中低风险不是零风险。因为南京禄口国

际机场的感染事件，此轮国内疫情蔓延至多

省市。除南京之外，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扬

州。截至目前，扬州仍有6个中风险地区，警

报还未解除。

针对此次疫情的源头，在7月30日的发布

会上，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洁就曾介绍，

南京本轮疫情源头为俄罗斯CA910入境航

班，为德尔塔毒株。本次疫情早期报告的机舱

保洁员病例的病毒序列与7月10日俄罗斯入

境的CA910航班报告的1例输入病例的基因

序列一致。

这些保洁员工参加了CA910航班的机舱

清扫，工作结束以后，因为防护洗脱不规范，

可能造成个别保洁人员感染，继而在保洁员

工之间扩散传播；该公司的保洁员同时保障

国际和国内航班的垃圾清运，机场其他工作

人员由于接触保洁员或者被污染的环境而

感染。

疏于防控的案例并非只有南京，在8月4

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

会上，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吴寰宇介绍，经

专家组综合研判分析，认为上海当前确诊病

例的感染来源可以聚焦在因暴露于由境外输

入病毒污染的环境引发的感染。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截至发稿，我

国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8261例。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还未清零，我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

不容乐观。对于机场等风险较高的场所，防控

力度还要加强。

为此，8月28日下午，江苏省暨南京市召

开禄口机场地区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

动员部署会，明确要求以南京市为主加快构

建禄口机场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实行属地化、

扁平化管理，督促各方履行疫情防控职责，提

升整体疫情防控能力水平。

变异株太狡猾，防控短板待补

疫情防控的诸多手段中，核酸检测是不

容忽视的一环，但时有一些防控不到位的现

象发生。8月28日，北京市卫健委对十余家医

疗机构进行通报批评，指出北京中康时代康

复医院、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北京百子湾和美

妇儿医院、北京俪婴妇产医院等部分医疗机

构存在工作人员未严格落实定期进行核酸检

测的情况，不符合医疗机构疫情防控的有关

规定。

除了核酸检测工作不到位之外，当前仅

仅以核酸检测结果为确诊病例主要判断依

据，也已经难以确保无虞。病毒比我们想象中

的更狡猾，多地报告多次核酸检测后又确诊、

治愈后又复阳的病例。

8月27日，青岛西海岸新区发现1例入境

确诊治愈后复阳人员。该病例系广州入境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经治愈出院，8月18日抵达

青岛，隔离观察期间2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

性，27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此外，8月28日，云南通报，27日瑞丽市

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例。该病例在

姐告吉茂珠宝城从事玉石销售，8月26日

在集中隔离点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后被

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值得

注意的是，该病例8月份以来12次核酸检

测均为阴性，最后一次检测阴性时间为8月

22日。

在这以前，郑州一确诊病例共进行了8次

核酸检测，前7次检测结果均为阴性，8月6日

检测结果为阳性，8月7日8时30分报告为确诊

病例。

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慧芳表示，“德

尔塔变异病毒具有高传染性、高隐蔽性和

初始症状不典型等特点，对我们检测、发

现、报告提出了更高要求，有必要多轮次

压茬推进核酸检测，尽快实现病毒感染者周

期性见底清零，与病毒赛跑，用最短时间阻

断病毒传播”。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自江苏、湖南等地确诊病例密接者传播链延长以来，全国各地疫情呈多点散发、局部暴

发态势。临近开学，国内更有多所高校通知延迟开学或学生暂不返校。直至8月29日，国内本

土病例再次实现零新增，云南瑞丽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全国高风险地区清零，本轮疫情似乎

已经趋于平稳。然而，还未清零的中风险地区、连日新增的境外输入，都提示着疫情仍有诸多

不确定性。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反映出的防控漏洞、多地出现的核酸检测阴性后又确诊病例，

无不要求我们尽快补足防疫短板，不能掉以轻心。

1.上海市5个

2.江苏省6个

3.湖北省1个

4.云南省3个

5.河南省2个

中风险地区17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