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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宇 孙铭阳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

不断提高和消费观念的逐

步转变，以90后、00后为

代表的年轻消费群体正

迅速崛起，享有更高物质条

件的新一代年轻人不仅

拥有更高的消费起点，同

时在消费渠道、观念、方式

上，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一股新消费势力正在崛

起，他们更偏向于兴趣式、沉

浸式、体验式、场景式的新

消费。

在
当
前
消
费
升
级
背
景
下
，新
一
代
消
费
势
力
创
造
了
哪
些
新
需
求
？

抽丝剥茧的烧脑游戏

在这里你可以是任何人，将
自己融入角色，体会故事中人物
的复杂经历与内心情感，在精心
布置的密室中尽情发挥自己的头
脑，成功逃出去。

随着一档名为“明星大侦探”
的综艺节目火爆网络，线下密室

逃脱游戏也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
的喜欢。

今年读高二的王恺暄，是一
名密室逃脱的热衷粉，“我太喜欢
玩密室逃脱了，不仅可以增进友
谊，还可以培养团队意识。”最重
要的是，她特别享受那种烧脑的、
逻辑推理的过程，全身心参与游
戏后感觉自己演绎了别人的一
生。

王睿泽是一家密室逃脱店店
长，2020年 7月出于爱好，也因为
看到了这个行业巨大的市场潜
力，他走上了创业之路。王睿泽
告诉记者，来玩的消费者都很享
受这种沉浸感，可以自行组队，也
可以和陌生人组队，玩游戏的同

时也能结交到新朋友。
“常见的密室逃脱空间包括

古风、感情、推理、恐怖等类型。”
王睿泽说，以最近比较火的“黑暗
之光”为例，除了烧脑的故事情
节，其真人NPC也让人真实的感
受到游戏的刺激性。

美团研究院曾联合美团休闲
娱乐业务及相关行业协会，向国
内密室商家发放调查问卷，同时
利用美团平台大数据开展调查研
究。研究发现，2019年，20岁到35
岁的年轻人是密室游戏的主要玩
家，占密室玩家 83.86%。同时，密
室消费具有粘性高、消费频次高
的特征，密室内容的沉浸程度、专
业程度不断加深。

欲罢不能的惊喜感
Molly，是一个有着湖绿色眼

睛、爱嘟嘟嘴的“小女孩”，她可爱
又傲娇的形象吸引了很多人。也
正是Molly这个形象 IP，和泡泡玛
特携手卷起了一股“盲盒”潮流。

盲盒，里面通常装的是动漫、
影视作品的周边，或是设计师单
独设计出来的玩偶。之所以叫盲
盒，是因为盒子上没有标注玩偶
的具体形象，只有打开才会知道
自己抽到了哪一款玩偶。

在哈尔滨凯德广场泡泡玛特
门店，很多顾客前来选购盲盒。“泡
泡玛特每套盲盒有12个左右的娃
娃，且另设有一到两个隐藏款。很
多顾客在收银台付款后，就迫不及
待立刻打开，看看自己抽到了哪一
款。”店内工作人员介绍。

“在我看来，盲盒就是我们小
时候吃方便面收集的各种卡片，
我现在还有整套的水浒卡呢。”正

在店内选购盲盒的孟女士说，“小
的时候集卡片，长大了在网络游
戏里抽皮肤，到现在购买盲盒，这
种收集的满足感，陪伴了我们这
一代人的成长。现在工作了，有
了经济基础，购买盲盒对我来说
不仅是为了得到一种满足感，在
某种程度上也是我的一种情感寄
托。只要我还保有这种热情，我
就永远年轻。”

热销的盲盒指向了兴趣经
济。年轻人独自在大城市打拼，
兴趣消费成为生活需要寄托的物
质表达，一股新消费势力正在崛
起。

2019年是“盲盒元年”。2020
年，潮玩盲盒热度持续。数据显
示，作为国内最大的盲盒二级市
场，闲鱼一年汇集了超过 44万盲
盒玩家进行交易，盲盒交易额接
近泡泡玛特一年营收。

治愈心灵的温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生活
节奏的加快，忙碌与压力促使很多
人想要找寻一处静谧、温暖而又治
愈的环境，猫咖、狗咖、萌宠俱乐部
等门店悄然兴起。

在这里，不仅有常见的猫咪、
狗狗，还有羊驼、柯尔鸭、小香猪、
兔子等宠物。只需要点上一杯饮
品或一块蛋糕，就可以安静地坐上
小半天。无论是温馨的亲子时光，
还是甜蜜的恋人约会，抑或是闺蜜
的下午茶，“撸猫”“撸狗”已经成为
了更多人放松身心的另一种选择。

“我很喜欢小动物，但平时工作
太忙了，没时间照顾，所以趁周末休
息的时候约上几个好朋友，去猫咖
呆上一下午，既可以和朋友叙叙旧，
又可以享受撸猫的乐趣，所有的烦
恼都可以暂时抛到脑后。”在一家猫
咖和朋友小聚的姜女士说。

这里不仅是成年人治愈自己
的港湾，也是小孩子的天堂。刘晓
晶，在哈尔滨经营亲子类猫咖已有
三年半的时间。“一次去南方旅游，
让我看好了这个商机，而且当时我

自己的孩子也很小，经营这样一家
门店使我带孩子也方便一些。”刘
晓晶说。

“我家孩子很喜欢这些小动
物，趁着放寒假，她和同学们就经
常约着一起来。”店内带孩子来消
费的李女士说，和小动物玩可以培
养孩子的耐心和爱心，比起在家玩
电子游戏，她更愿意带孩子出来喝
喝咖啡，撸撸猫。

省社会科学院徐雪表示，90后
和00后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
的年轻人，对娱乐内容的需求更加
多元化、个性化，更喜欢量身定制
满足自己独特需求的文化娱乐产
品。目前，新生代迅速崛起，开始
成为新一代主流消费人群。

同时，徐雪也强调，现在的年
轻人个性鲜明、追求时尚、消费独
立，热衷于各种形式的文化娱乐产
品，更愿意为虚拟商品和服务付
费，例如买周边、手游等，简单说就
是花钱买“体验”，但在消费过程中
还是要保持理性，树立正确的消费
观，培养健康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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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孟薇薇）近日，我省
召开备春耕生产暨秸秆综合利用视频
推进会议，提出要以早动争主动做好
备春耕生产工作，抓紧落实粮食生产
目标，抓紧研究耕地潜力、粮食作物播
种潜力，落实播种面积和增产技术模
式，确保粮食面积和产量在去年的基
础上稳中有增。

会议强调，要提早确定种植意向，
帮助农民算好效益账。要注意调整作
物结构，发展高值高效作物，促进农民
增收。要抓好设施蔬菜生产，确定和
落实好春季蔬菜生产计划，在加大地
产叶菜供给的同时，有序开展果菜类
育苗生产，做好稳产保供。要做好农
时计划安排，及时订购种、肥、药、柴油
等农资货源，加强粮食销售调度，积极
协调涉农金融部门继续创新金融产
品，加大贷款投放力度。要强化农资
市场监管，开展农资打假活动，严厉打
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积极开展农机
购置补贴创新工作，满足农民购机需
要。

会议指出，要全方位推进秸秆综
合利用工作，牢固树立“全域、全面、全
时段禁烧”思想不动摇，消除还有“窗

口期”的侥幸心理，克服一切困难，统
筹推进秸秆离田和“五化”利用，确保
按时完成年度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任
务，确保让农民种上地、种好地，不误
农时。加快作业进度，组织秸秆收储
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广大农户抢抓化冻
前有效时间，加快秸秆打包，对已打包
的秸秆加快离田进度。要加快转化利
用，把秸秆收储和固化压块等初级加
工结合起来，边收储边加工，在冬季采
暖期重点推进秸秆替代散煤，组织指
导秸秆固化压块站收储加工秸秆。同
时，要及时落实秸秆离田利用补贴政
策，调动各类主体秸秆利用的积极性。

会上还强调，要加快高标准农田
建设工作力度，加快推进已建成项目
的竣工验收和资金拨付，加快对已建
成高标准农田的竣工验收。要做好建
成高标准农田上图入库工作，确保全
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形成“一张图”管
理。要做好 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
前期工作，确定好试验示范区建设内
容，合理确定各项内容的建设比重。
要持续推进在建项目的建设进度，充
分利用冬闲有利时机，抓紧备料，做好
场地清理，确保实现开春即开工目标。

备春耕生产暨秸秆综合利用视频推进
会议提出

备春耕：以早动争主动

本报讯（记者孟薇薇）又是一年春
耕备耕时，种子质量的好坏事关农民
一年的收成。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发
出致全省种子经营者和农民朋友的一
封信，郑重提醒他们在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各种子
企业要守法经营、诚信守约；广大农民
朋友要科学选种，确保谨慎购种。

信中要求全省种子经营者要做到
“六不”。即：不虚假宣传误导农民，不
以“商品粮”名义经营种子；不经营假
冒伪劣种子；不经营非法转基因种子；
不经营“散装”“白包”种子；不经营侵
权品种种子；不经营未审定、未备案、
未登记、越区的农作物种子。

同时要求广大农民朋友，购种要
做到选择正规诚信的种子企业或实
体种子经营门店购买种子；要选择品
质好、成熟好的适宜品种；要查看种
子包装是否规范，有无标签和使用说
明；要用手机扫描包装袋上的二维
码，仔细核对扫描信息与包装袋标注

的内容是否相符；要索取公章清晰的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监制的《农作物
种子销售凭证》，尤其是通过电商平
台购买种子的，务必索取《农作物种
子销售凭证》。

不要听信虚假宣传贪图便宜，购
买“商品粮”做种子使用；不要购买以

“不掉棒、抗虫、抗草”等名义宣传的非
法转基因种子；不要购买“散装”“白
包”种子；不要购买未审定、未备案、未
登记、越区的农作物种子；不要购买流
动商贩经营的种子，不轻信商家忽悠。

还要注意保存好购种凭证和种子
包装袋（标签），并留存至收获后；注意
种植田出现异常情况，应保护好田间
现场，为依法维权提供依据；注意种植
田出现异常情况，要及时同种子经营
者沟通协商，协商不成的，应及时向当
地种子管理部门投诉，或是到人民法
院起诉，进行维权。

农业农村厅还公布了种子举报投
诉咨询电话：0451-82600230。

@广大农民朋友

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种子
务必索取销售凭证

本报讯（葛爱冬 记者刘亿服）
日前，佳木斯市委抢抓“黑龙江人才
周”活动有利契机，邀请目标高校到
佳木斯就有关基地建设签约授牌，
共同推进“十大基地”建设落地见
效。

日前，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同济大学与佳木斯市第一中
学举行共建高校优质生源基地授牌
仪式，授予佳木斯市第一中学为

“2020 年优质生源中学”“中国科技
英才生源基地”“卓越生源基地”“优
秀生源基地”。截至目前，全国“双
一流”高校与佳木斯市第一中学共
建优质生源基地挂牌已达 11个。

清华大学还与佳木斯市签订了

市校共建“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基
地”协议。佳木斯市向清华、中科大、
同济 3所高校 9名博士生导师现场颁
发了佳木斯市人才智库专家聘书。

目前，佳木斯市“十大基地”建
设市校合作清单已确定，将建立基
地点 184个，已挂牌承接高校合作事
项基地点 76 个，“双一流”高校在全
市挂牌优质生源、科技成果转化、红
色教育和国情教育等基地 16 个；与
高校签订市校人才工作站协议 21
个，聘请人才工作站特聘联络组长、
联络员和人才工作顾问 100 余名。
通过“十大基地”带动，2020 年佳木
斯市引进人才 1463人，其中，硕士研
究生以上学历 327人。

佳木斯名校
生源基地陆续挂牌

□赵传江 本报记者 彭溢

去年疫情发生以来，我省共有
460 家企业获得科技创新券补贴
4092.30万元，对帮助中小微企业纾困
解难、促进复工复产、激发创新创业活
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券促进中小
微企业创新创业的作用，进一步推进
科技资源开放共享，近日，黑龙江省科
技厅根据《黑龙江省科技创新券管理
办法（试行）》，建立黑龙江省科技创新
券服务机构库，并下发了《关于组织科
技服务机构加入黑龙江省科技创新券
服务机构库的通知》。

按照《黑龙江省科技创新券管理
办法（试行）》规定，省内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企业应组织所依托的重点（工
程）实验室、技术创新（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科学数据中心、科技资源库等科
研基地平台注册登记入库。各市（地）
科技管理部门应积极组织没有加盟黑
龙江省科技创新创业共享服务平台的
当地优质科技服务机构，加入共享服

务平台，再申请注册登记入库。
申请登记入库的科技服务机构须

为省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服务
机构，或具有独立对外提供服务资质
和能力的非独立法人机构（如二级学
院、重点（工程）实验室、技术创新（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科学数据中心、科
技资源库、大科学装置等）；应当具备
科技服务能力，有不少于 5名专业技
术人员的技术团队，技术团队中有具
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人
员等。

入库单位须登录黑龙江省科技创
新创业共享服务平台（http://zw.hljsti.
cn）注册成为平台加盟单位。科技服
务机构通过省共享平台网站在线申请
入库，申请截止时间为 2021年 2月 1
日16时30分，逾期不予受理。

省科技厅负责对申请的服务机构
组织开展认定，形成省科技创新券服
务机构拟入库名单。经公示无异议的
科技服务机构录入创新券服务机构
库，成为创新券服务机构，并向社会发
布。

我省建立
科技创新券服务机构库

（上接第一版）

主动服务 拓展省内交易市场
一方面外销，一方面拓展省内消纳

空间。
近两年，我省通过积极开展电力市

场交易，推动清洁能源供热市场交易，提
高了新能源消纳水平。去年 12月 21日，
大庆沃尔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与国网黑
龙江电力圆满完成全绿电交易。此次交
易是黑龙江省内首笔全绿电交易。

根据交易结果，大庆沃尔沃汽车制
造有限公司分别与 4家生物质发电企业
和 3家风电企业达成全绿电交易 3300万
千瓦时，预计全年交易电量达 5500万千
瓦时。此次交易使大庆沃尔沃公司提前
4年实现了100%绿电供应的目标。

为促成此次交易，国网黑龙江电力

组织黑龙江华源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主动对接大庆沃尔沃公司，了解供电需
求，提供供电方案，最终确定通过生物质
发电和风电清洁能源捆绑交易方式，满
足大庆沃尔沃公司“绿色制造”的用电需
求，实现大庆沃尔沃公司整个生产和运
营环节100%清洁电能使用。在此次全绿
电交易中，其中 83.3%是生物质发电，
16.7%是风电，大庆沃尔沃公司成为省内
首个实现电能碳中和的企业基地。

大庆沃尔沃全绿电交易打开我省绿
电交易的新局面。为进一步推动清洁能
源消纳，国网黑龙江电力主动与政府相
关部门沟通联动，不断扩展市场化交易
手段。同时，推动开展风电、光伏发电企
业与火电企业捆绑参与省内电力直接交
易、清洁能源供暖集中采购交易、清洁能
源替代火电企业发电权交易等，拓展省

内清洁能源消纳市场。

优化调峰 扩大清洁能源消纳空间
龙源公司是我省风电装机容量最大

的企业，2020年风电发电量 33.63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1.89个百分点；弃风率低至
0.72%，同比下降0.33个百分点。

“不止是我们公司，全省的新能源发
电企业消纳形势都向好，这得益于省电
力公司的跨省共享调峰资源，通过经济
调节手段鼓励火电厂开展深度调峰，拓
展了我们的风电消纳空间。”该公司总经
理黄力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国正推动清洁能源广泛应用，各
级政府在做全年发电规划的时候也更倾
向于风电、水电等清洁能源企业。国网
黑龙江电力就落实东北能监局《东北电
力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相关要求，

通过经济调节手段鼓励火电厂开展深度
调峰，实现电力资源跨省区的优化配
置，充分利用东北电网清洁能源全网统
一调度和区域旋转备用共享机制，通过
跨省共享调峰资源，扩大省内富余清洁
能源电力的外送份额。同时，持续推进
省内火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增加火电厂
调峰能力，并积极完善清洁能源消纳日
分析机制，合理安排停电计划，有力促
进了清洁能源消纳。2020年，黑龙江清
洁能源消纳电量达 216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7.98%，占全省发电量的 19.44%，与
去年同期相比提高 1.04个百分点，清洁
能源利用率达 99.64%，消纳电量及利用
率均创历史新高。尤为值得关注的是
2020 年全省向省外售出风电 31.4 亿千
瓦时，占全部售出电力的 24.4%，同比增
长4.3个百分点。

好 风 好 水 好 阳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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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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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猫咖内猫咪介绍。
本报记者 付宇摄

②家长正陪同孩子在挑选盲盒。
本报记者 孙铭阳摄

③POP MART店内的盲盒。
本报记者 孙铭阳摄

④猫咖店内和宠物玩的孩子。
本报记者 孙铭阳摄

“后浪”

兴趣式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式受青睐

新消费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