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22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本版编辑：李韶辉 Email：crdzbs@163.com 热线：(010)56805028
2021.12.29 星期三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

□ 本报记者 成 静

民心工程格外需要用心用情精

准服务。半径15分钟之内，将民事理

顺，将民心聚拢，正是“社区15分钟生

活圈”的要义所在。2016年，上海发

布了全国首个《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

划导则》，内涵是“构建步行15分钟步

行可达，宜居、宜业、宜游的城镇社区

生活圈网络。”此后，“15分钟生活圈”

逐步推广到其他城市的探索实践。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街道

63岁居民张志新的家需要修整一下

卫生间，但张志新有点犯愁：需要重新

购买一块地砖替换原来坏掉的一块，

这该怎么办？网购吧？一是老年人不

太会操作手机，二是网上看到的颜色

未免失真。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志新

到离家不远的小市场看了看。没想

到，不但买到了，而且，还一站式采购

到了需要的其他物品，包括玻璃胶、铆

钉等。张志新乐得合不拢嘴。他告诉

记者，他所居住的六里屯街道，生活非

常便利：从家到公园需要10分钟，到

地铁站10分钟，到公交站5分钟，到社

区卫生院5分钟。最近楼下更是新开

了一家“北京易捷百姓菜篮子”市场，

走过去只需要2分钟，而且价格便宜、

品种齐全。

花钱也要花得舒心便利

衣食住行，消费是重要的一环。

“15分钟生活圈”里，首要的就是消费

场景。今年8月11日，商务部公开征

求对《城市商圈建设指南（征求意见

稿）》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构建多

层级城市商业体系，提升居民消费品

质，将城市商圈具体分为三类：核心商

圈、区域商圈和社区商圈。其中社区

商圈主要就是指位于社区内部或周

边，面向所在社区消费人群，满足步行

15分钟范围内日常生活需求和品质

消费需求的商圈（即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主要包括组团式社区商圈、街坊

式社区商圈和分布式社区商圈。

今年10月，商务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11部门发文确定全国首批30家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名单，提

出力争到2025年，通过打造“百城千

圈”，建设一批布局合理、业态齐全、功

能完善、智慧便捷、规范有序、服务优

质、商居和谐的城市便民生活圈。

在北京，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

底，累计建成“一刻钟社区服务圈”

1772个，覆盖3182个社区，覆盖98%

以上城市社区，圆满完成建设任务。

北京已累计建设提升蔬菜零售、便利

店、早餐、家政服务等基本便民商业网

点6000余个，培育生活服务业标准化

门店6025个，打造生活性服务业示范

街区10条，每百万人口拥有便利店数

量达到282家。第三方机构抽样调查

显示，86.7%的被访市民对社区及周

边生活服务或便民设施表示满意。

在福建，打开手机微信登录“福

建商务一键通”小程序，点击进入福

建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平台，就可

以了解到附近的商铺，还能领取优惠

券。9月28日，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

布了“中国城市便利店发展指数”，入

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名

单”的福建省厦门市以92分的总得

分和 7.14%的增长率登上该榜单榜

首。数据显示，厦门的便利店饱和度

达到3443人/店，即每3443人就有一

家便利店。而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

在5000人/店左右的水平，有的城市

甚至每2万人~3万人才拥有一家便

利店。

在重庆，先后改造、新建了700多

个标准化菜市场，2020年支持1247个

菜市场禽肉经营摊点配备冷链设施，

配备率78%。持续推进社区商业规范

化网点建设，评选和支持200个社区

示范超市、2998 个社区综合超市、

4180个社区便民商业网点，示范带动

社区商业规范发展。并且，重庆市还

印发《关于开展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

三年行动的通知》，引导家美佳、可购、

一七闪店发展“一店多能”的品牌连锁

店，鼓励“711”“罗森”布局24小时连

锁便利店。目前，重庆全市连锁门店

10 个以上的企业有 56 家、门店共

6225个。

消费的便利带来了幸福感的提

升。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的童女

士告诉记者，不知不觉间，生活越来越

方便了。

老旧小区改造与养老等
需求紧密结合

打造15分钟生活圈，生活服务业

必须跟得上。许多城市因地制宜，结合

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不搞“大拆

大建”，达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今年9月28日，北京城市副中心

首个家园中心——中仓社区家园中心

正式开业。上午10点多，中仓社区家

园中心迎来了第一批客人，他们是报

名参加社区食堂的100多位老年人。

住在中仓小区的77岁居民廖大

爷说，自己年龄大了，儿女不在身边，

做饭也不方便。听说家园中心的社区

食堂可以就餐，而且离自己家非常近，

他就报了名。吃过之后，他感觉家园

中心社区食堂的饭菜卫生、可口，价格

也不贵。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社区

食堂以套餐形式供居民自由搭配挑

选，其中，一荤两素会员价16元，两荤

两素会员价22元，三荤三素会员价

32元，持老年卡的老年人在此基础上

享受优惠。

据通州区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中仓社区家园中心的前身是一座

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小区供暖锅炉

房，“十三五”时期，中仓小区成为北京

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的10个试

点项目之一。该家园中心将原占地面

积800平方米的废弃锅炉房建设成为

建筑面积1825平方米，融合助老、家

政、阅览、托管、医疗等多领域的一站

式社区级家园中心。

开业首日，中仓社区家园中心一

层的便民理发服务、菜店、超市也同步

正式营业，为居民生活所需提供便

利。二层的书店也迎来不少读书爱好

者。如今，中仓社区家园中心已经成

为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家园中心

场地宽敞，还有很多健身器材，大家都

爱来这里一块儿聊天、运动。活动结

束之后还能在一楼的便民超市顺便买

点水果、青菜回家，别提多方便了。”居

民张阿姨高兴地说。

社区15分钟生活圈，首先方便的

就是老年人。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的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

2.64亿人，占比达到18.7%，65岁及以

上人口超过1.9亿人，占比达到13.5%。

如何让我们的社区更适合老年人需求，

是各方面都在研究的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

究所室主任、研究员李璐认为，在构建

15分钟生活圈的过程中，我国的大中

城市还存在一些短板。一是服务设施

配置不足。目前我国超大城市、大城

市的核心区寸土寸金，老旧小区中空

间有限。群众最急需最关切的服务，

如居家养老、助餐助医、普惠托育等在

15分钟生活圈中还有短板。部分大

中城市新建小区在规划设计中，能配

建有标准要求的设施，如新建小区要

求配建人均不低于0.1平方米的养老

服务设施，但对于托育、康复辅具适配

等新需求的设施难以满足。

二是服务功能兼容不足。针对

“一老一小”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医

养康养的社区结合方案以及利用信息

化平台的供需匹配方案等，实际上要

求对现有设施功能进行整合，但社区

设施的改造兼容也待推进。

不久前，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

筑节能与科技司负责人汪科表示，

2019年以来，全国累计新开工改造城

镇老旧小区11.2万个，惠及居民2000

多万户。各地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加装电梯近2万部，增设或改造提升

养老、助餐等各类社区服务设施近3

万个。此外，住建部还将开展城市居

住社区建设补短板行动，结合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推进完整居住社区建设，

构建15分钟生活圈，支持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

支持服务性小微企业
力度加大

15分钟生活圈，不仅体现在硬件

上、消费上，更体现在软件上、服务上。

今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补短板上水平提

高人民生活品质的若干意见》，强调大

力发展社区服务等群众“家门口”的生

活服务。推动公共服务机构、便民服

务设施、商业服务网点辐射所有城乡

社区，推动社区物业延伸发展基础性、

嵌入式服务；推动大城市加快发展老

年助餐、居家照护服务，力争5年内逐

步覆盖80%以上社区。同时，激活社

区服务功能，建设15分钟便民生活

圈，完善城市生活服务网点布局、业态

结构和服务功能，探索社区服务设施

“一点多用”，探索建立社区生活服务

“好差评”评价机制和质量认证机制。

近日，记者从天津市商务局获悉，

到2025年，天津市将建成5个国家级

15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示范区，126

个便民生活圈。据介绍，具体措施中

就包括加快社区邮政快递建设。鼓励

物业服务企业搭载邮政、快递服务。

同时，推动商业物业融合发展。加强

属地街道与相关部门协调联动机制，

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在保障安全、征得

业主同意的前提下，支持与居民日常

生活密切相关的便利店、综合超市、菜

市场、生鲜超市（菜店）、早餐店、洗染

店、美容美发店、照相文印店、家政服

务点、维修点、药店、邮政快递综合服

务点（快递公共取送点）、再生资源回

收点、前置仓等进社区。

由此可见，社区15分钟生活圈的

产品和服务供给主体都是小微企业、

社区社会组织等，他们的发展存续关

乎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李璐

认为，社区服务主体作用虽大但能力

还偏弱，需要保护和扶持。“特别是现

在，受疫情、基层治理、消防治安等各

种因素影响，社区门店需要接受相对

严格的监督考核和管理，一旦不达标

将导致服务中断、需求受损。所以，对

社区服务供给主体的优化管理、降低

成本、加大扶持等多方面的支持政策

还需要加大。”李璐说。

□ 本报记者 付朝欢

上世纪20年代，美国西方电力公

司的霍桑工厂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最

初着手的就是著名的“照明实验”，即

研究车间照明强度对工人生产率的影

响。近一个世纪后，霍桑照明实验的

极端情况——代表熄灯和无流水线工

人生产状态的“黑灯工厂”，就在我们

身边。

在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小米智

能工厂外观与周边厂房并无差别，但夜

间生产时，车间里既不见灯火通明，也

几乎看不到往来流水线工人，只有灯带

闪烁着提示设备运转情况。这是目前

国内最高端的智能手机生产线，一部小

米手机从无到有的200多道工序绝大

部分都依靠智能设备自动化完成。

这座工厂也是中国智能制造的缩

影，代表着中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方向。根据《“十四五”智能制造

发展规划》，到2025年，规模以上制造

业企业基本普及数字化，重点行业骨

干企业初步实现智能转型。要建设

2000个以上新技术应用智能场景、

1000个以上智能车间、100个以上引

领行业发展的标杆智能工厂。到

203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全面普

及数字化。

不止是重新定义生产

黑灯工厂，是“Dark Factory”的

直译，指的是无需人工操作，车间内的

机器可以自动运作，即使关灯也可正

常运行的工厂，又名“智慧工厂”。在

中国，“黑灯工厂”早已不仅仅停留于

概念层面。

不过，“黑灯工厂”真正被大众熟

知，是在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珠海

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

在“代表通道”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

示，当时格力在全国有8个基地，基本

上都实现了无人生产。在2019年的

全国两会期间，董明珠再提“黑灯工

厂”，声称格力电器已经从简单的“黑

灯工厂”转变为创造设计“黑灯工厂”。

在 202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董明珠表示，2016年，格力把数字化

引进工业制造领域。通过数字化建设

的“黑灯工厂”，使格力制造的精度、质

量、效率都得到了颠覆性提升。

事实上，对企业而言，率先运用前

沿技术对传统制造体系进行改革赋

能，不仅仅是对生产工艺流程的重塑

和再定义，对市场开拓、品牌塑造都是

很有裨益的。

有业内人士分析，随着大众对科

技认知度及关注度的提升，建设酷

炫的“黑灯工厂”有益于提升大众心

中的品牌“科技值”，有效增强品牌

好感度。

不妨再看看小米公司。长期以

来，小米的“代工模式”引发了一些

争议。位于北京亦庄的小米智能工厂

一期，即大家熟知的小米“黑灯工

厂”。该工厂九成以上的设备均为自

主研发，配备了一条全过程自动化生

产线，可以24小时不停运转，一天可

生产高端手机达到数千台，每年能够

生产超过百万部智能手机。

小米“黑灯工厂”的建成，借助一

个极具科技感和未来感的具象载体，

宣告了小米在自主研发生产领域的成

功转型。在消费者看来，同样是做高

端手机，升级生产流程意味着品牌技

术力更足，消费意愿自然水涨船高。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北京昌平的

小米智能工厂二期，已于今年7月开

工建设，相比亦庄的智能工厂，产能提

升10倍，预计可年产1000万台智能

手机，产值约600亿元，计划于2023

年底投产。

上述业内人士指出，将“黑灯工

厂”放置在关键的业务领域或区域位

置，长期而言，可有效通过规模化生产

而实现边际收益递增。“像小米的智能

工厂，主要生产高端智能手机，具有非

常明显的提质增效的价值。”

流水线工人何去何从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涨，

我国传统制造业逐渐掀起了“机器换

人”的浪潮。在工业领域，“无人化”开

始作为企业推动工厂智能化转型的一

个重要方向。

一般而言，“机器换人”主要分为

三个阶段：首先，是针对过于危险的岗

位或员工不愿从事的工作设置自动化

工作站；其次，实现整个生产线的自动

化；最后，就是实现整个工厂的自动

化，只保留少数员工负责监督、测试及

视觉检查工作。

“黑灯工厂”的出现，意味着“机器

换人”的全面升级。

位于北京昌平的三一重工南口产

业园一号工厂，也是一座“黑灯工厂”。

今年9月，它还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

球重工行业的首家“灯塔工厂”。

在变身“黑灯工厂”之前，这家工厂

有1000多名员工，其中有大约400名焊

工。三一集团董事、高级副总裁代晴华

坦言，改造之前，工厂的核心焊接工

序产能明显受制于“人”。在生产很

忙的时候，其中的两位焊接工人就成

了重点保护对象，他们必须加班加点

工作。

经此改变，被解放出来的焊接工

人，转而学习机器人的操作，机器人的

性能在人机磨合中不断得以优化。

代晴华曾在采访中透露，为鼓励

员工学习机器人操作的积极性和成

效，三一集团制定了可观的奖励性政

策：工人学会机器人作业，就可以奖励

1万元，工资也可以上涨一级。如今，

凡在生产现场的工人，90%以上都会

操作机器人，三一智能工厂的作业水

平也得以大幅提升。

智能化改造带来人员结构变化，

同样发生在格力。也是在2021世界人

工智能大会上，董明珠透露，格力从过

去10万人做800亿产值的企业变为现

在8万人做2000亿的产值企业。初期

研发人员只有800人，现在已拥有约

16,000名研发人员，格力还建立了16

个研究院、1000多个实验室。

三一和格力智能工厂的实践表

明，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一定要在自动

化流水线作业、智能化生产流程再造过

程当中实现。对于“机器换人”，不用盲

目恐慌。虽然短期来看，一些流水线工

人被迫失业；但长期来看，新型的工厂

必然会创造出一些新的岗位。

此外，目前各大城市的制造车间

普遍面临“招工难”的现实问题。大量

年轻人正在“逃离”传统的工厂与流水

线，宁愿送外卖也不想去工厂。从这

个角度来看，在工业制造业，降低对工

人的需求，提升生产线的自动化生产

能力，已经成为推动工厂无人化发展

的内在驱动力。

智能化转型任重道远

集成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5G等诸多前沿技术，“黑灯工

厂”是否等同于工业4.0或者工业互联

网的未来形态？有业内人士评价说，

“黑灯工厂”是企业用信息技术改革制

造工艺和工业流程的一个尝试，这本

身就有点“样板间”的意思。

业界人士认为，巨头品牌的“样板

间”，很难成为中小企业的“刚需房”。

相比于传统工厂，“黑灯工厂”具有成

本高、周期长的特点。公开信息显示，

小米智能工厂的总投资金额高达6亿

元，老板电器累计斥资5亿元升级智

能工厂。这远远超出一般中小企业的

承受能力，并不具备复刻的可行性。

此外，我国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并

不配置信息技术团队，不管是网络传

输还是信息感知，抑或是机器人应用，

从部署到运维都是中小企业的限制。

长期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在数字

化转型中面临着“不会转”“没钱转”

“不敢转”的问题。2020年以来，国家

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启动面向中

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上云用

数赋智”行动。其中，“赋智”，就是要

加大对企业智能化改造的支持力度。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强调，要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加快

数字化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升级。但数

字化、自动化、智能化改造过程需要稳

扎稳打、稳中求进，不可能一蹴而就。

对于已经试水“黑灯工厂”的品牌

巨头，它们也面临着工作流程不够柔

性、供应链上下游协同较差、工业软件

受制于人等发展中的现实困难。经常

被拿出来讨论的是，“黑灯工厂”标准

化的自动生产与工业4.0的柔性生产

目标是不等同的。柔性生产更关键的

是基于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适时调整

生产工艺实现大规模定制。

也的确有“黑灯工厂”能实现柔性

化生产。吉利西安制造基地是吉利工

艺最先进、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超级智

能“黑灯工厂”，可满足6款车型柔性

自动智能化共线生产。“目前西安工厂

主要生产星越L，当前产能主要受限

于芯片的供应。”吉利汽车西安公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

从2010年至今，我国已连续11年

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现在“中

国制造”处在转型时期，智能制造转型

加速行进。一方面，人们相信随着相关

应用技术的不断提升与成熟，我国制

造业各细分领域会涌现出更多的“黑

灯工厂”；另一方面，业界也建言工业制

造企业不断提升自主研发、质量保障等

方面的能力，在布局“黑灯工厂”上，有

能力就上，没能力切不可盲目跟风。

社区15分钟生活圈怎么做到了以人为本

今年的现代化工厂为何“看不见人”

江苏江苏：：宁句宁句城际开通运营城际开通运营
12月28日，江苏宁句城际正式开通运营。宁句城际（南京地铁S6号线）是南京第一条跨市域地铁线路，始于南京马群

地铁站，终于镇江句容市高铁站，线路全长43.6公里，共设车站13座，列车最高运行速度为每小时120公里。图为当日一辆

列车驶入宁句城际江苏南京东郊小镇站。 新华社发（刘建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