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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0日，贵阳大数据金融学院在贵州财经大学正式挂牌，这是贵阳市政

府与贵州财经大学开展政校合作、携手推动大数据发展，特别是大数据金融发展，展

现出贵阳大数据特别是大数据金融“快赶路”的一种新姿态。目前，贵州正大力实施

大数据战略行动，加快建设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贵阳市更是把大数据作

为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的战略路径和主要抓手来推动，在大数据发展特别是在大数据

交易、大数据金融等“高大上”领域取得了一定优势。

通过贵阳大数据金融学院的建设，贵州财经大学紧盯大数据、互联网+以及云计算

等领域的发展战略方向，在大数据平台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探索、

全力推进。为促进学校大数据金融学的研究与实践，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作为学校信

息资源的中心，在信息保障，服务支持方面责无旁贷。为此，我们期望通过《大数据

金融信息剪辑》的编纂，通过收集整理大数据及大数据金融发展的最新趋势、大数据

相关业界动态、大数据相关的技术和专业知识等内容的信息资源，为我校大数据金融

领域的教学科研提供强有力的文献信息保障。

是为记！

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馆长  杨帆

2016年5月



目 录

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大事记………………………………………………………………………………（1）

大数据金融资讯……………………………………………………………………………………………（6）

2020年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 实施“六项行动” 高质量推进战略行动 ……（6）

“战疫”中的贵州数字经济生机勃勃  ……………………………………………………………（8）

贡献数字中国建设力量 福州数字化企业争相“亮相”成果展  ……………………………… （11）

国拨经费5.6亿！“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2020年度项目启动申报 …………………… （12）

广州开发区出台“新基建10条” 打造数字经济新样板 ……………………………………… （16）

单个项目最高奖5亿 广州高新区推出“新基建”产业政策 …………………………………… （19）

数学模型“加盟”疫情防控 全面数据和国情知识是背后支撑  ……………………………… （20）

中外13位科学家联合撰文——新冠肺炎疫情或推动机器人技术研究  ……………………… （23）

科技部：到二〇二五年布建若干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 （24）

科技大会续命计：取消、延期、线上、直播... ...  …………………………………………… （26）

“新基建”将改变什么  ………………………………………………………………………… （29）

被国家“点名”后 互联网医疗加速走进“春天里”  ………………………………………… （33）

科技部：启动“科技助力经济2020”等支撑经济平稳运行  ………………………………… （35）

工信部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  ………………………………………… （40）

让大数据成为科技战疫“硬核”力量  ………………………………………………………… （43）



2019-2020年中国IDC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发布 ……………………………………………… （44）

中国数字经济全面提速  ………………………………………………………………………… （46）

各省市“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一览  …………………………………………………… （49）

用地图大数据助力精准防控  …………………………………………………………………… （54）

对抗病毒，AI上场“算”结构 是否“神助攻”仍需实验验证  ……………………………… （56）

创历史之最！全球科技5巨头蒸发掉挪威一年的GDP ………………………………………… （58）

2020年AI 100全球榜单官方首发：中国企业正在崛起  ……………………………………… （60）

互联网企业开启云复工模式  …………………………………………………………………… （65）

新型冠状病毒构成全球大流行意味着什么？  ………………………………………………… （67）

复工复产 科技“助攻”  ………………………………………………………………………… （70）

AI抗疫：人工智能国家试验区显身手  ………………………………………………………… （72）

航天云网：AI体温精准筛查系统助力基层防疫  ……………………………………………… （74）

官宣！2020“数博发布”之领先科技成果面向全球征集  …………………………………… （76）

工信部印发《工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南（试行）》  …………………………………………… （79）

四部门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指引》  ……………………… （82）

互联网服务企业该如何保障数据安全  ………………………………………………………… （87）

战“疫”按下智慧城市加速键 5G赋能“新生态”建设 ……………………………………… （89）

国内外最新资讯  ………………………………………………………………………………… （91）

专家访谈…………………………………………………………………………………………………（105）

赵刚：Libra的价值在于推动传统金融拥抱数字经济  …………………………………………（105）

李迅雷：美欧已在金融危机边缘，中国要防房价暴跌  ………………………………………（108）



供应链金融………………………………………………………………………………………………（111）

口罩背后：一个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  ………………………………………………（111）

如何构建供应链金融平台？这8大能力不可或缺！ ……………………………………………（114）

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  ……………………………………………………………（117）

企业选择供应链金融理由是什么？  ……………………………………………………………（119）

直面疫情，如何通过供应链金融助中小企业脱困？  …………………………………………（121）

六大方面分析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化  ………………………………………………（123）

企业选择供应链金融理由是什么？  ……………………………………………………………（126）

中国制造业为全球供应链正常运行贡献力量  …………………………………………………（128）

给供应链复产提出这六大建议！中物联再向国家建言  ………………………………………（130）

大数据观察………………………………………………………………………………………………（131）

疫情下的新机遇：2020年可能爆发的20大行业现状和前景分析  ……………………………（131）

中小微企业复工或将迎来提速 抓住新风口逆势增长  …………………………………………（147）

供应链金融展业模式：非银机构篇（详细案例分析）  ………………………………………（150）

银保监会：强化银行业对产业链核心企业支持力度  …………………………………………（153）

数据科学科普……………………………………………………………………………………………（154）

大数据产业链构成分析  …………………………………………………………………………（154）

一文看懂8个常用Python库从安装到应用 ………………………………………………………（156）

文献传递…………………………………………………………………………………………………（165）

中文文献：  ………………………………………………………………………………………（165）

基于大数据视角的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研究  ……………………………………………（165）

浅析大数据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165）



论大数据金融模式对市场营销产生的影响  ………………………………………………（166）

大数据金融模式对市场营销产生的影响分析  ……………………………………………（166）

金融大数据与大数据金融  …………………………………………………………………（167）

大数据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研究  ……………………………………………………………（167）

电商大数据金融下小微企业融资模式分析  ………………………………………………（168）

大数据金融的风险与挑战分析  ……………………………………………………………（168）

区块链和大数据在金融行业的应用研究  …………………………………………………（169）

浅析大数据金融审计防范金融风险的策略  ………………………………………………（169）

外文文献：  ………………………………………………………………………………………（170）

Modelling shares choice to enter in a portfolio using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ANN）

  ………………………………………………………………………………………………（170）

Analysis of Financial Business Model towards Big Data and its Applications  ………（171）

好书推荐：  ………………………………………………………………………………………（172）

《Think Python》  …………………………………………………………………………（172）





1

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大事记

【导读】大数据已成为席卷全球的热点，在中国贵州这样一个欠发达省份，俨然成为了

“大数据”的代言人。贵阳市更是把大数据作为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的战略路径和主要抓手来

推动，在大数据发展特别是在大数据交易、大数据金融等“高大上”领域取得了一定优势。通

过整理贵州发展大数据的大事记以及贵州省颁布的大数据产业政策，记录下贵州在发展大数据

这条道路上迈进的步伐。

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大事记
（2020.01-2020.03）

◎1月1日，由贵州宏立城集团联合贵州广播

电视台下属贵州广电新媒体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电新媒体”）、贵州移动、贵州电信共

同推出的G+TV“智慧花果园社区定制版”上线。

在此之前，该产品已经过贵州移动魔百和IPTV

端试运营近半年。居住在花果园辖区的大部分移

动、电信宽带电视用户打开电视首页，即可观看

这款24小时不间断播出的“定制电视”产品。

◎1月1日，贵阳市《数博大道数字孪生城市

顶层设计》项目在京通过专家评审会评审，并荣

获评审组组长郭仁忠院士首肯：“顶层设计方案

对智慧城市数字孪生城市的理解非常到位，对新

趋势、新技术的跟踪和把握非常到位。”

◎1月2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2019

年新型智慧城市十大典型示范案例》，其中“贵

阳市数博大道产城融合新型智慧城市”入选。

《2019年新型智慧城市十大典型示范案例》从典

型解决方案和地区实践成果中择优遴选出，涵盖

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和智慧园区等地区实

践，以及城市服务、城市治理、城市设施、城市

产业和城市生态等解决方案。

◎1月3日，贵州省中小企业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恳谈会举行，对发展稳定迅猛的省内中

小企业进行表彰，举行各项资质和称号的授牌仪

式。入驻贵阳高新区的贵州电子商务云运营有限

责任公司、贵州省电子证书有限公司获批专精特

新企业称号。截至目前，高新区已有专精特新企

业共72家。

◎1月5日，第二届中国区块链产业经济年会

公布了2019年中国区块链企业百强榜，贵州省贵

阳远东诚信管理有限公司、贵阳翼帆金融科技有

限公司、贵阳爱立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云码通

数据运营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入选榜单，入

选企业数量排名全国第六位。

◎1月6日，贵阳市政务服务中心贵阳市政务

系统以推进“一网、一门、一次、一窗”改革为

抓手，积极抓好政务服务重点工作任务落实，取

得了明显成效。其中，市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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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办率达100%。

◎1月6日，贵阳外宣工作又添一大荣誉——

2019贵州数博会外宣专项活动入围人民日报“海

帆奖”海外传播杰出案例。

◎1月6日，韩国京畿道高阳市议会委员长

（市议员）金寿焕率代表团一行17人到访贵阳，

就大数据产业、花卉产业等进行考察交流。贵阳

市委常委、副市长孙志明主持召开会见座谈会并

讲话，市人大城建环保委主任委员张彪、市政府

副秘书长顾丽晖、市外事办主任张明权、贵阳市

大数据局副局长李祥、市林业局副局长敖俊、市

文旅局副局长徐志松陪同参加座谈。会上，李祥

向韩国京畿道高阳市议会代表团一行介绍了贵阳

市大数据发展政策及产业情况，并作中国国际大

数据产业博览会推介。

◎1月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19年度国

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名单，贵阳高新区

企业——贵州航天云网科技有限公司搭建的“贵

州工业云企业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成为贵阳

市唯一入选平台。

◎1月8日，贵阳市经开区2019年深入推进

“放管服”改革，聚焦“一次办成”“一门服

务”“一网通办”三个“一”，政务服务环境持

续优化。目前，全区100多个政务服务高频事项

实现“最多跑一次”。

◎1月8日，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促进会公布

“贵州大数据企业50强（TOP50）” 名单，云

上贵州、块数据、小爱机器人、朗玛信息、易鲸

捷、远东诚信、年华数据等企业上榜。据悉，入

选企业不仅有来自贵阳市各区（市、县）、开发

区的大数据企业，还有来自贵安新区、六盘水、

遵义市、黔东南州、黔西南州等地州市的大数据

企业单位，其地域辐射广泛，行业领域代表性

强，充分体现出贵州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策源地

的引领作用。

◎1月9日，贵州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经投票表

决，通过了《贵州省人大常委会2020年立法计

划》, 《计划》包含7件继续审议的法规草案、9件

初次审议的法规项目和18件调研项目，共34件。

◎1月15日，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正式

对外公示《贵州省2019年度“百企引领”示范企

业“万企融合”标杆项目名单》。据了解，本次

上榜的“百企引领”示范企业和“万企融合”省

级标杆项目是通过对全省相关企业和项目深入分

析，最终精选出40家应用创新、技术创新、模式

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示范企业，以及102个融合水

平高、融合效果好、引领作用强的标杆项目作为

行业参考示范。

◎1月17日，在贵州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上，贵州省政协民进界别提交了《大力发展采茶

机器人的建议》的提案，建议加强与国内科研机

构的合作，研发采茶机器人。

◎1月20日召开的贵安新区2020年大数据产

业发展大会上获悉，2019年，贵安新区大数据产

业规模完成423.87亿元，同比增长12.7%。

◎1月20日，由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促进会、

贵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院主办，中电科大数

据研究院有限公司、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满帮集团、贵阳块数据城市建设有限公

司等承办的“贵州省大数据企业TOP50发布、优

秀企业颁奖暨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促进会联谊会”

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成功举办。

◎1月21日，2020年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工作

会议在贵阳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省“两会”精神，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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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工作，部署2020年重点工作任务。

◎2月3日，省教育厅与省广播电视局联合推

出的“阳光校园·空中黔课”正式开播，受到师

生、家长好评。强大的师资团队、创新的课程直

播模式、丰富的课堂管理功能，消减了停课、延

课给广大师生带来的困扰。

◎2月3日下午，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以下简称“数博会”）执委会综合组组织召开

2020数博会筹备工作专题调度视频会议。会议由

综合组常务副组长、贵阳市大数据局副局长赵燕主

持，综合组组长、贵阳市大数据局局长吴宏春作讲

话，对2020数博会节后筹备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执

委会嘉宾组、论坛组、展览组、大赛组、发布组、

系列活动组、传播组、文秘组、志愿者组、数博会

公司等主要负责人和联络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2月6日，贵阳市乌当区新创路街道办联合

社会组织贵阳市和谐社区公益信息服务中心共同

推出线上“非接触式”疫情摸排报备平台，利用

“互联网+”开展“非接触式”摸排工作，缓解

居民担心接触交叉感染的顾虑，同时提高摸排工

作的精准度。

◎2月7日，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贵州省

委省政府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的决策部署，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

战，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促进会发出“合力抗疫、 

共克时艰”的倡议。

◎2月8日，《贵州省5G发展规划(2020-

2022)》正式发布，将重点深化5G在先进制造、

智慧交通等十大领域融合应用发展。贵州作为中

国首批5G试点区域之一，在推动5G产业发展上

不遗余力。此次发布的《规划》是该省继2019年

7月和9月印发实施《贵州省推进5G通信网络建

设实施方案》和《加快推进全省5G建设发展的通

知》后，对5G发展的再部署再推进。

◎2月8日，为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

落实好省委经济工作会、《省委2020年工作要

点》和《政府工作报告》对2020年大数据工作提

出的新要求，贵州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印发了

《贵州省大数据战略行动2020年工作要点》，部

署2020年大数据工作，把省委、省政府要求具

体化、项目化，明确任务书、路线图、责任人。

《工作要点》紧扣大数据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六大

行动”为主抓手，全力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加

快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作示范上水平。

◎2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正式公

式了2019年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名单，大数据企

业贵州航天云网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工业互联网

平台安全监测与防护系统”项目成功入选，是贵

州省唯一成功入选的安全集成创新应用项目。

◎2月9日上午，通过“贵阳教育督导视导系

统”APP，贵阳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办公室主任林兰

在网上将全市教育系统有关防疫的信息逐一上报。

◎2月10日，为有效应对企业复工复产后的

疫情防控工作，“云上贵州多彩宝”开发了“贵

阳市企业复工复产申报备案登记平台”和“贵阳

市企业员工健康状况监测平台”。疫情期间，

企业可通过“云上贵州多彩宝”APP进行线上备

案，实现备案申请管理“高效率”“不见面”。

◎2月11日，贵州省大数据局获悉，自贵州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

手，千方百计防控疫情、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力

争早日打赢这场防疫战。贵州大数据企业争先行

动，纷纷依托各自的技术储备和资源，主动为疫

情防控作积极贡献。

◎2月18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

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策部署，支持

企业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切实帮助企业在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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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阶段渡过难关、平稳健康发展，鼓励企业为

疫情防控作出科技贡献，贵阳市科学技术局正式

发布《关于支持企业强化科技创新 应对疫情影

响 实现健康发展的六条措施》（以下简称“措

施”）。

◎2月18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

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策部署，支持

企业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切实帮助企业在疫情

防控阶段渡过难关、平稳健康发展，鼓励企业为

疫情防控作出科技贡献，贵阳市科学技术局正式

发布《关于支持企业强化科技创新 应对疫情影响 

实现健康发展的六条措施》。

◎2月19日，贵阳高新区企业贵州航天云网

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航天云网贵州公司）副总经

理杨文峰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利用免接触、

精准测温的线下AI人体测温终端，实现刷脸即测

到，测到即判到，判到即跟踪，同时加持线上

监测追溯平台，快速响应、预警、监测。用全感

知、全智能、全计算、全天候的科学防疫措施，

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保障企业安全顺利复工复

产。”继免费向园区复工企业推出“云视频”会

议系统“航天云信”，助力企业线上办公后，航

天云网贵州公司再度响应政府号召，打造航天云

网AI体温精准筛查系统，助力企业线下复工。

◎2月21日，记者在贵安新区政务服务大厅

入口处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进入大厅的办事群

众进行体温测量。通过检测后，群众有序进入大

厅，前往对应窗口办理业务。“线上线下的双重

保障，满足了新区群众的办事需求。从节后上班

截至2月21日，新区累计办理政务服务业务3057

件，其中网上办理1881件，预约办理（现场办

理）1104件，电话办理72件。

◎2月25日，贵州省网络云平台产业大招商

项目签约及开工仪式暨产业链大数据招商平台试

运行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此次“云签约”，

贵州签约投资项目109个，涉及合同总额326.58

亿元。在招商引资项目开工方面，贵州近期共

有159个招商引资项目开工，投资总额665.96亿

元。贵州创新招商模式，全面推行联系客商“网

见面”、洽谈项目“远程谈”、投资签约“云上

签”等工作方式，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

术精准推送和对接，探索智能招商，“确保招商

引资时间不耽搁，任务不撂荒”。

◎2月25日，贵安华为云数据中心A区项目

通过贵安新区规建局、卫计局等多个部门对疫情

防控、复工安全检查后，恢复施工。这标志着贵

安华为云数据中心项目复工拉开序幕，其他各项

目段在达到复工要求后将陆续开工。

◎2月26日，贵阳市大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移动贵阳分公司、中声科技（贵州）有

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将依托各自优

势，利用5G技术规划建设智慧城市物联感知体

系，为应对各类突发事件提供大数据支撑服务。

◎2月26日，记者从贵阳市政务服务中心获

悉，2月3日至25日，全市政务服务线上办理业务

量突破20万，达217363件，群众满意度为100%。

自2月3日起，贵阳市政务服务中心暂停各级政务服

务窗口“线下办理”服务，全面推行政务服务“网

上办、手机办、电话办”等“不见面”的非接触式

服务，强化网上办事流程保障、网上咨询投诉保

障、失职问责追踪、好差评结果运用，实现“网上

办、不见面、保安全、能办事”的效果。

◎3月10日起, 为有效防控境外输入，贵州

省陆续在龙洞堡机场、贵阳高铁北站和金阳客运

站投放了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截至3月15日，共

计扫码查询约70余万人次，为疫情防控、复工复

产、道路通行、入境防控等方面提供了科学精准

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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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一场特别的项目路演活动在贵

阳大数据安全产业示范区数楼六楼举行。通过远

程视频，贵州数安汇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组

织4家大数据企业就路演项目与国内多家投资机

构深入展开对接。本次路演项目涉及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等领域，参加路演的企业包括贵州

博众金服科技有限公司、贵州里定医疗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梦象家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贵阳惠翼医学影像科技有限公司，四家企业的路

演项目分别为智慧停车、乳腺癌远程筛查诊断、

学龄前在线教育、大数据医疗服务。

◎3月14日，中声科技（贵州）有限公司负

责人魏凡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们的终端在

国内率先使用有线宽带、4/5G无线网络、无线

电等多种通信手段的异构组网方式，依靠断电续

航、密闭传输及无线电独有的韧性抗毁特性，实

现立体化多层次网络覆盖，确保应急状态下的通

讯畅通。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贵阳市街头的

“城市智慧应急信息系统”，在滚动发布播放各

类疫情防控相关信息知识的同时，又像一个不知

疲倦的“哨兵”，通过5G智联终端不间断对周

边基础设施、环境、设备、人员等进行识别、信

息采集，为多维度全面分析风险信息提供数据支

撑，为应急云提供重要的数据源。

◎3月16日，据统计，贵阳市11个区（市、

县、开发区）316所学校（271个教学点）开学工

作准备就绪，当天，有序迎接近8万名学生返校

复学。为确保师生全部顺利进入校园，正式返校

复课，贵阳市白云区南湖实验中学在学校大门处

安装部署了AI体温精准筛查系统，可以高效、精

准、无接触地测量学生的体温，对有异常情况的

学生进行报警提示，由专门的医务人员进行后期

复查和处理。

◎3月22日，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应用

大数据推进“互联网 ”技术落地，助力公共资源

交易改革。正安县人民医院病理科设备采购公开

招标项目在中心就在这个系统上顺利完成交易，

这是该中心成立以来，第一宗采用全流程电子化

交易的政府采购项目。

◎3月24日,省科技厅为贯彻落实《中共贵州

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贵安新区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黔党发〔2020〕10号)精神，支持贵

安新区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经济增长极、内陆开放

型经济新高地和生态文明示范区，经研究，未来

五年内对贵安新区实行“七个优先”政策措施。

◎3月30日，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谌贻琴

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全省服务业创新发

展工作，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明确奋斗目标，

突出发展重点，狠抓关键举措，确保工作落实，

全力推动新时代全省服务业大发展大提升。谌贻

琴在会上强调，要聚焦大数据融合、大旅游、大

健康、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现代商贸、科技研

发、文化创意、养老服务、会展服务等创新发展

十大工程，逐一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发展目标，

细化工作措施，力争每一个领域都实现大突破。

◎3月30日,贵州省印发《关于支持贵安新区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促进贵阳市、贵安新

区融合发展，要求两地在产业布局、要素配置、

城市规划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统一规划、统一

建设、统筹管理。

◎3月30日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所属航天云

网公司获悉，该公司近日在多领域屡签“云订

单”，发力赋能数字经济，积极助力疫情防控及

复工复产。据悉，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考”，

该公司从聚合疫情需求入手，充分发挥工业互联

网公共服务平台大数据技术优势，打出科技抗疫

组合拳。

来源：数据观及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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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2020年贵州省

大数据发展工作会议在贵阳召

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

经济工作会议和省“两会”精

神，总结2019年工作，部署

2020年重点工作任务。   

2019年，贵州省大数据

系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致数博会贺信精神和关于实

施国家大数据战略重要论述，

按照“一个坚定不移、四个强

化、四个加快融合”部署，深

入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加快

建设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

试验区，产业发展高速增长、

融合应用日益深化、数字治

理不断提升、数字红利加速释

放、基础保障持续巩固，较好

地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数字

经济增速连续4年排名全国第

一、数字经济吸纳就业增速连

续两年排名全国第一。大数据

产业发展指数位居全国第3。

“万企融合”大行动带动2280

户企业开展融合。“一云一网

一平台”建成投用，数据互通

共享支撑提升“一网通办”效

能获国务院通报表扬，省级政

府数据开放指数连续3年排名

全国前三。大数据与乡村振

兴、社会治理、服务民生深度

融合取得新成效。关键基础设

施加快突破，启动5G商用，

贵阳·贵安国家级互联网骨干

直联点扩容完成，获批建设贵

阳·贵安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

通道，建成根镜像服务器和国

家顶级域名节点。“数博会”

影响力再创新高，成为大数据

领域国际性盛会、世界级平

台。   

会议对2020年大数据工

作进行了部署，重点实施“六

项行动”，着力实现六个新突

【导读】疫情期间，全省经济在短期内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数字经济由于自身行业特点

和优势，受疫情影响相对偏小，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仍然向好。要建立符合我国强有力的综

合防控策略的突发传染病数学模型，必须要有了解中国国情的应用数学工作者的强力参与，

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不准确的结论。疫情发生以来，全民“宅”家之中，互联网公司、科技公

司助力构筑防控线。“大流行”特征所指的不是疾病的严重性，而是疾病传播的广泛程度。那

么全球大流行意味着什么？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宣布，其用AlphaFold预测了六种由新冠病

毒基因编码的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包括膜蛋白、非结构蛋白等，而且已经开放下载。

2020年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 
实施“六项行动” 高质量推进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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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一是实施“数字经济服务

年”行动，助力经济高质量发

展实现新突破。聚焦千亿产

业、“万企融合”“百企引

领”、产业招商和重大项目开

展服务。确保全省软件业务收

入增长16%，规模以上电子信

息制造业增长10%，电信业

务总量增长35%；高水平建

设100个融合标杆项目，实施

1000个融合示范项目，带动

2000户企业和大数据深度融

合，累计实现20000户以上企

业上云；引进、开式和建成一

批重点企业重大项目。二是实

施“一云一网一平台”提升行

动，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实现新

突破。打破部门壁垒建设“大

系统”，提升“一网通办”；

建设部门通用“大中台”，提

升“一平台服务”；夯实数据

共享“大基础”，强化“一云

统揽”；建设好国家公共数据

资源开发利用试点省。三是实

施数据创新应用行动，助推政

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实现新突破。运用大数据提升

社会治理效能、优化民生服

务，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打造一批数字民生数据治理试

点示范。四是实施大数据助力

大扶贫行动，服务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实现新突破。运用大

数据支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助推农业产业革命、服务农产

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加快提

升乡村数字设施水平。五是实

施新技术融合赋能行动，培育

壮大创新发展动力源实现新突

破。加强区块链应用和产业发

展，加快推进5G基础设施建

设和产业培育，加快推动人工

智能发展，推进北斗、卫星大

数据应用。六是实施保障体系

强化行动，推动大数据发展

“实验田”建设实现新突破。

持续推动数字设施升级，强化

大数据安全保障，持续打造开

放合作平台、办好2020“数博

会”，强化大数据人才、法规

标准建设。   

会议还对2019年“万企

融合”省级标杆项目、“百企

引领”示范企业进行了授牌。

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和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

市州、贵安新区大数据发展主

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部分高

新区、经开区、软件园、大数

据产业园区负责同志，有关企

业、科研机构、行业协会负责

同志，以及省大数据局机关各

处室、省信息中心各处室和

省大数据院负责同志参加了会

议。   

来源：天眼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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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中的贵州数字经济生机勃勃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了民众正常的工

作、生活秩序，也给贵州省经

济社会发展带来一定影响。但

疫情之下，以数字技术为代表

的新经济快速“补位”。人们

猛然发现，以大数据、人工智

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大数据

技术在这场战“疫”中不仅有

效助力防控疫情扩散，同时也

进一步加速了全省数字经济的

发展。

正如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的一样，

作为国内首个发布省级层面数

字经济发展专项规划的省份，

疫情期间，全省经济在短期内

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数字经济

由于自身行业特点和优势，受

疫情影响相对偏小，高质量发

展的基本面仍然向好。虽然大

多数重点企业虽对当前目标做

出了一定程度的回调，但对全

年保持合理区间的增长，都表

示出强烈的信心和底气。很多

企业不但疫情期间坚持运营，

还依托自身技术优势开发了一

系列基于疫情防控大环境下的

大数据新产品、新应用、新模

式，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立足优势深挖特色

“钟医生，您好！我叫刘

闽（化名），今年37岁，现在

河南新乡居住工作。”

“刘先生，您好！请问您

现在有什么症状？”

“咳嗽和鼻塞，我这是不

是新冠肺炎啊？”

“刘先生稍安勿躁。我现

在问您几个问题，您务必要诚

实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这对

我判断您的病情十分重要。”

“好。”

……

“按照您的症状和我问诊

情况来看，基本可以排除新冠

肺炎，但如果有发烧，还是要

去发热门诊进行再诊断！”

2月23日8点34分，经过

10多分钟的详细问诊，贵阳市

第六人民医院慢病科主任钟秀

云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近1个月，钟秀云已经接

诊了100余名咨询新冠肺炎的

患者，相同的问题也问了上千

遍。

但与很多我们熟知的医生

不同，作为39互联网医院医生

团队负责人，钟秀云不少问诊

都在39互联网医院上进行。

“疫情发生以来，每天视

频和图文的问诊量从日均100

余例提高到1600余例，所增

加的问诊量均跟新冠肺炎有直

接或间接关系。”钟秀云说，

“其实，绝大部分问诊患者并

不是新冠肺炎患者，所以我们

才能依托39互联网医院进行远

程问诊。”

钟秀云所说的39互联网医

院是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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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远程会诊

的医疗平台。

疫情发生后，基于“互联

网医疗”优势，朗玛信息便积

极组织力量，立足自身优势，

联合中国志愿医生、中国心血

管健康联盟和中国医师协会心

内科医师分会等机构，共同发

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远程专家

义诊活动，实现专家与病人、

专家与医护人员之间异地“面

对面”会诊。

截至2月22日，全国已有

2200余名中国志愿医生响应号

召，平台累计视频问诊8000

余次、图文问诊50000余次，

累计浏览量近400万人次，浏

览用户覆盖国内31各省市自治

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以及海外15个国家。

“网上问诊不仅有效提升

优质医疗资源的效率，缓解线

下门诊压力，还可降低患者线

下就诊交叉感染的风险。”公

司总裁助理李笑凡说，义诊活

动开通以来，公司各平台医生

人数增加了1000余人，注册人

数增加了30000余人，数据为

公司今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发

展契机，也坚定了公司继续深

耕“互联网医疗”的信心。

抢抓机遇顺势而为

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大

兴镇高岩村的吴秀琴是一名大

学应届毕业生。疫情发生后，

吴秀琴除了关注疫情发展外，

还格外关注企业招聘信息。因

为于她而言，找到一份工作是

当务之急，但疫情蔓延却让她

的找工作之路困难重重。

2月19日，吴秀琴听亲戚

介绍听说，一个平台内有不

少符合她求职意向的岗位。当

天，吴秀琴就在平台提交了个

人信息，通过平台为她匹配的

岗位中择优选择了一个岗位。

2月21日，经公司视频面

试后，吴秀琴确定了自己的工

作岗位，并于2月26日到公司

入职上班。

能让吴秀琴在短时间内足

不出户就解决工作问题的平台

叫友工，是贵州人和致远数据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人和

数据）在疫情期间开发的一款

微信小程序。

“疫情期间，很多在外务

工的工人因隔离出不去，当时

我们就想何不依靠公司多年采

集全省人社信息及居民健康卡

信息的数据优势，搭建一个平

台就让这些这些务工人员就近

就地就业？”公司副总经理江

南说。

说干就干！

2月3日，公司研发人员被

分成两个团队同时启动，一个

团队做数据分析以形成相关报

告以支撑平台，一个团队建立

平台所需要的模型。

2月5日，《贵州省复工防

疫风险评估快报》第一版正式

问世。到2月19日，已形成4

版。

2月9日，基于快报形成的

友工平台正式上线。

“友工与传统平台最大

的不同就是所提供的所有岗位

都在省内，我们也希望以这种

方式把更多务工人员‘留’下

来。”江南说，还有一点不同

的是，平台通过大量数据分析

建立模型，从人找工作的传

统模式转化为工作照人的新模

式，正因如此，友工上线以来

受到了更多企业和求职者的青

睐。

截至2月21日，平台已

汇集招聘企业1083个，岗位

4237个，岗位共计招聘人数

38966人，录入求职人员信息

11355人。

据江南向介绍，友工平台

的上线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到

了人和数据。同样，公司也在

疫情中丰富了数据库，为公司

更好、更快发展提供了更加强

劲的动力。

开拓创新锐意进取

“打开微信小程序，选择

加油站进行支付，开车至支付

加油站并向工作人员出示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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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工作人员为爱车进行加

油后离场，如若需要发票，电

子发票将会很快的发送到你的

小程序当中。”2月24日，世

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世纪恒通）内，公司公共关

系总经理夏武龙演示并介绍了

公司在疫情期间所研发的最新

产品微ETC加油。

世纪恒通是一家专业的

大数据信息技术企业，经过多

年发展逐步形成了以车主信息

服务、生活信息服务、商务流

程外包服务为主的三大服务体

系，目前服务用户已超过千万

人。

“公司也曾经推出过与之

的服务和优惠，但那些都需要

办理加油站油卡并充值后才能

享受各项优惠政策，而且还受

限于只能在同一品牌的加油站

进行加油。”夏武龙说。

加油站是车主不得不去的

地方，但随着新型肺炎疫情爆

发，加油排队缴费，不可避免

的与人接触，为了避免人与人

接触，减少感染风险，

1月23日，世纪恒通综合

疫情形势，并结合公司现有用

户数据支撑与分析，召集50余

人的研发团队在春节假期期间

迅速投入微ETC加油的研发当

中。2月1日，微ETC加油便研

发成功，在与加油站进行洽谈

后，于2月10日正式上线。

“微ETC加油最大的优势

就是全程加油无接触，最大限

度减少人与人接触而产生感染

的可能。目前，贵州省内我们

已经和贵州交建国储进行了洽

谈并即将上线运行。”夏武龙

说，受疫情影响，产品的推广

速度有所放慢，但我们绝对有

信心在年底上线全国15000家

加油站的目标。

与此同时，疫情期间，

作为微信认证服务商，世纪恒

通还启动应急快速审核机制，

从1月25日起便为各类医疗机

构、新闻媒体提供快速审核服

务通道，为保证微信公众平台

生态领域在疫情期间作出了应

有贡献。

来源：人民网——贵州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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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数字中国建设力量 福州数字化企业争相“亮相”成果展

作为国内最权威的数字中

国发展成果展示平台，一年一

度的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

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数字蓝

海筑梦者，通过成果展的舞台

展示自我。在第二届数字中国

建设成果展中，聚集了来自全

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港澳台地区共421家政府、

机构或企业代表，通过成果展

的舞台全面展示数字化技术应

用最新成果。

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成

果展即将在福州举办。线上参

展报名通道开通以来，吸引了

一批国内外数字领域优秀企业

报报名参展。作为举办地，

福州数字企业掀起一阵“参展

潮”，中海创、新大陆、星

网锐捷、网龙网络等一批全国

百强企业，博思软件、榕基软

件、顶点软件、瑞芯微电子、

摩尔软件等一批行业细分领域

龙头企业纷纷报名参加“家门

口”的展会。

福州是全国唯一的“互

联网+政务服务”综合试点城

市，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思想

源头和实践起点。近20年来，

福州市以“数字福建”战略

为发展导向，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推动“数字福州”建设。

目前，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福

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正逐步成为福州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支撑。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在榕举办以来，福州城市管理

数字化应用水平得到了极大跃

升：时空信息平台以数字化为

手段突破时空局限为城市现代

化治理提供探索经验、e福州

成为760万市民收获数字化红

利的掌中宝……福州数字筑梦

者们正致力于将“数字福州”

的蓝图由设计变为实际。

“数字技术与制造业、纺

织业、农业等传统产业的深度

融合，大数据、互联网、人工

智能应用医疗、交通、教育、

养老、物流、社会治理到众多

的领域，数字福州的轮廓已经

依稀可见。”市大数据委负责

人说到，“未来我们将持续致

力于将福州打造成数字中国建

设示范城市，打造中国‘数字

应用第一城’”。

据悉，此次报名参展的本

地企业中，涵盖了数字化政府

打造、城市治理能力提升、智

慧养老、医疗健康大数据等多

个领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数

字化建设新成果、新方案将会

登上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

展的舞台，面向全国展示数字

中国建设的福州力量和福州方

案。

来源：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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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3月27日，科技

部发布《科技创新2030—“新

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这是继2018年启动以来，第2

次发布相关指南。2018年科

技部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

论、面向重大需求的关键共性

技术、新型感知与智能芯片等

3个技术方向启动16个研究任

务，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8.7亿

元，实际公示立项33个项目。

2020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在

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共

性关键技术、新型感知与智能

芯片、人工智能提高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创新应用等4个技术

方向启动22个研究任务，拟安

排国拨经费概算5.6亿元。

据了解，本重大项目的

总体目标是：以推动人工智能

技术持续创新和与经济社会

深度融合为主线，按照并跑、

领跑两步走战略，围绕大数

据智能、跨媒体智能、群体智

能、混合增强智能、自主智能

系统等五大方向持续攻关，从

基础理论、支撑体系、关键技

术、创新应用四个层面构筑知

识群、技术群和产品群的生态

环境，抢占人工智能技术制高

点，妥善应对可能带来的新问

题和新挑战，促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使人工智能成为智能

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

科技部关于发布科技创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

大项目2020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的通知

国科发资〔2020〕7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

局，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科技主

管司局，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国务院印发的《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总

体部署，现根据《新一代人工

智能重大科技项目实施方案》

启动实施科技创新2030—“新

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按

照《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

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

的方案》（国发﹝2014﹞64

号）的相关要求，将2020年

度项目申报指南予以公布。请

按照指南要求组织项目申报工

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组织申报工作流

程

1.申报单位根据指南支持

方向的研究内容以项目形式组

织申报，项目可下设课题。项

目应整体申报，须覆盖相应指

南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项目

申报单位推荐1名科研人员作

国拨经费5.6亿！“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
2020年度项目启动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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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项目负责人，每个课题设1

名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可担任

其中1个课题的负责人。

2.项目的组织实施应整合

集成全国相关领域的优势创新

团队，聚焦研发问题，强化基

础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

典型应用示范各项任务间的统

筹衔接，集中力量，联合攻

关。

3.项目申报评审采取填写

预申报书、正式申报书两步进

行，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项目申报单位根据

指南相关申报要求，通过国家

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填写并提交

3000字左右的项目预申报书，

详细说明申报项目的目标和指

标，简要说明创新思路、技术

路线和研究基础。从指南发布

日到预申报书受理截止日不少

于50天。

——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应

与所有参与单位签署联合申报

协议，并明确协议签署时间；

项目牵头申报单位、课题申报

单位、项目负责人及课题负责

人须签署诚信承诺书，项目牵

头申报单位及所有参与单位要

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

信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加

强对申报材料审核把关，杜绝

夸大不实，甚至弄虚作假。

——各推荐单位加强对

所推荐的项目申报材料审核把

关，按时将推荐项目通过国家

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统一报送。

——专业机构受理项目预

申报。为确保合理的竞争度，

对于非定向申报的单个指南方

向，若申报团队数量不多于拟

支持的项目数量，该指南方向

不启动后续项目评审立项程

序，择期重新研究发布指南。

——专业机构组织形式

审查，并根据申报情况开展首

轮评审工作。首轮评审不需要

项目负责人进行答辩。根据专

家的评审结果，遴选出3~4倍

于拟立项数量的申报项目，进

入答辩评审。对于未进入答辩

评审的申报项目，及时将评审

结果反馈项目申报单位和负责

人。

——申报单位在接到专

业机构关于进入答辩评审的通

知后，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

系统填写并提交项目正式申报

书。正式申报书受理时间为30

天。

——专业机构对进入答辩

评审的项目申报书进行形式审

查，并组织答辩评审。申报项

目的负责人通过网络视频进行

报告答辩。根据专家评议情况

择优立项。对于拟支持项目不

超过4项和10项的指南任务，

是指在满足项目立项条件的情

况下，该研究任务所支持项目

数分别不超过4项和10项；对

于支持1~2项的指南任务，原

则上只支持1项，如答辩评审

结果前两位的申报项目评价相

近，且技术路线明显不同，可

同时立项支持，并建立动态调

整机制，结合过程管理开展中

期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后

续支持方式。

二、组织申报的推荐单位

1.国务院有关部门科技主

管司局；

2.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科技主管部门；

3.原工业部门转制成立的

行业协会；

4.纳入科技部试点范围并

且评估结果为A类的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以及纳入科技

部、财政部开展的科技服务业

创新发展行业试点联盟。

各推荐单位应在本单位职

能和业务范围内推荐，并对所

推荐项目的真实性等负责。国

务院有关部门推荐与其有业务

指导关系的单位，行业协会和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科技

服务业创新发展行业试点联盟

推荐其会员单位，省级科技主

管部门推荐其行政区划内的单

位。推荐单位名单在国家科技

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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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布。

三、申报资格要求

1.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和参

与单位应为中国大陆境内注册

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

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

时间为2019年3月31日前，有

较强的科技研发能力和条件，

运行管理规范。国家机关不得

牵头或参与申报。

项目牵头申报单位、项目

参与单位以及项目团队成员诚

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

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

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

记录。

申报单位同一个项目只能

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

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

2.项目（课题）负责人须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1960年1月1日以后出生，每年

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

6个月。

3.项目（课题）负责人原

则上应为该项目（课题）主体

研究思路的提出者和实际主持

研究的科技人员。中央和地方

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

括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

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

题）。

4.项目（课题）负责人限

申报1个项目（课题）；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

（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

牵头申报项目（课题）。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

创新2030—重大项目的在研

项目负责人（不含任务或课题

负责人）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

（课题）。

项目（课题）负责人、项

目骨干的申报项目（课题）和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科技创新2030—重

大项目在研项目（课题）总数

不得超过2个；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

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在研

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

不得因申报项目（课题）而退

出目前承担的项目（含任务或

课题）。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

（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和项

目骨干退出项目研发团队后，

在原项目执行期内原则上不得

牵头或参与申报本重大项目。

计划任务书执行期（包括

延期后的执行期）到2020年12

月31日之前的在研项目（含任

务或课题）不在限项范围内。

5.参与本重大项目实施方

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

家，不能申报项目（课题）。

6.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

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

家可作为项目（课题）负责

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

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

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

聘用单位和境外单位同时提供

聘用的有效材料，并作为项目

预申报材料一并提交。

7.申报项目受理后，原则

上不能更改申报单位和负责

人。

8.项目的具体申报要求，

详见项目申报指南。

各申报单位在正式提交项

目申报书前可利用国家科技管

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查询

相关科研人员承担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

点专项、科技创新2030—重

大项目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

题）情况，避免重复申报。

四、具体申报方式

1.网上填报。本次申报试

行无纸化申请，请各申报单位

严格遵循国家、地方各项疫情

防控要求，创新工作方法，

减少人员聚集，通过国家科技

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

（http：//service.most.gov.

cn）进行网上填报。项目管

理专业机构将以网上填报的申

报书作为后续形式审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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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的依据。申报材料中所需

的附件材料，全部以电子扫描

件上传。确因疫情影响暂时无

法提供的，请上传依托单位出

具的说明材料扫描件，项目管

理专业机构将根据情况通知补

交。

项目申报单位网上填报预

申报书的受理时间为：2020年

4月23日8：00至5月25日16：

00。进入答辩评审环节的申报

项目，由申报单位按要求填报

正式申报书，并通过国家科技

管理信息系统提交，具体时间

和有关要求另行通知。

2.组织推荐。请各推荐单

位于2020年6月1日16：00前

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

共服务平台逐项确认推荐项

目，并将加盖推荐单位公章的

推荐函以电子扫描件上传。

3.技术咨询电话及邮箱：

010-58882999（中继

线），program@istic.ac.cn。

4.业务咨询电话：

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

展中心，010-68104417。

附件：科技创新2030—

“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

2020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形式

审查条件要求、指南编制专家

名单）

 科技部

2020年3月25日

来源：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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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开发区出台“新基建10条” 打造数字经济新样板

3月29日，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举行2020年第一季

度重大项目投试产暨全面加快

推进新基建活动。24个重点项

目通过5G云端直播同时投试

产。活动当天，广州开发区还

推出《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

区 广州高新区加快“新基建”

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十条》，以

“新基建”为抓手，打造数字

经济发展新样板。

24个项目达产

“新基建”与高新技术发

展紧密相连，是发展信息化、

智能化、数字化的重要载体。

广州开发区是粤港澳大湾区科

技创新枢纽核心区，在工业互

联网、5G等重点领域布局早、

发展快、基础好。

在主会场，随着一声令

下，会场主屏幕展现了各投试

产项目厂内生产线、实验室等

区域进入投试产运营的情况。

集中投试产项目中包含中国软

件CBD、京信、立景、维杰斯

通等8个“新基建”项目，占

当天投试产项目的33%；5个

生物医药和医疗服务项目、7

个先进制造业项目、4个总部

和其他配套产业项目。这24个

投试产项目预计达产后年产值

1172亿元。

中国软件CBD是当天投

试产运营的“新基建”领衔项

目。项目对接国内外以区块

链为特色的重点软件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和创新创业平

台，打造国际一流的软件业务

和技术创新新生态。

“该项目将打造成粤港

澳大湾区信息技术的集聚区。

未来我们将引进500家软件企

业。”中国软件CBD投资方、

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赵光南说。

由京信通信投资建设的京

信5G AAU配套天线和介质滤

波器智能工厂项目于活动当天

投试产。该项目位于中新广州

知识城，总投资超5亿元，主

要生产5G介质滤波器、5G天

线，是5G通信网络建设系统的

关键射频部件平台。

新能源汽车充电装置方

面，当天投试产的维杰斯通

（中新广州知识城）科技园区

主要生产并网光伏系统及光伏

输配电器材、光伏电源、太阳

能电动汽车充电装置。值得一

提的是，该企业旗下的海坤电

气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仅用

18个小时就赶制出一批智能配

电设备，及时供应深圳小汤山

临时医院。

广州开发区筹划了120个

“新基建”项目。图为高新兴

科技集团生产车间。 陈耀炫 

摄（中经视觉）

打造“中国软件名区”

活动现场，“通用软硬

件（广州）适配测试中心”和

“区块链发展先行示范区”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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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

我国信息产业的软硬件

产品与国际领先水平仍存在一

定差距，构建现代化产业生态

的基础和关键环节就是产业链

上各种软硬件的适配工作。目

前通用软硬件适配测试中心仅

在北京、广州、武汉三地部

署，作为全国首家揭牌的适配

中心，通用软硬件（广州）适

配测试中心将加速中国基础软

硬件生态体系进程，加快提升

基于信创领域CPU的计算机设

计、生产能力及我国信息安全

保障能力。

广州开发区是以区块链为

特色的“中国软件名区”。今

年2月21日，广东省印发《广

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

建设总体方案》，明确在该区

鱼珠片区布局打造以区块链为

特色的中国软件名城示范区。

中国软件CBD项目是上述方

案中明确的区块链创新核心载

体。广州开发区将建设立足

粤港澳大湾区、链接“一带一

路”、影响全球的信息技术应

用创新园，打造以区块链为特

色的高端软件产业集群。

同日揭牌的还有广东密码

应用和创新示范基地项目。该

项目是全省唯一一个“广东省

密码应用和创新示范基地”，

也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密码应用

创新项目。项目将以推动商用

密码在全社会的广泛应用为目

标，建设以“自主创新、安全

可控”为基础，集产、学、

研、用、测、管、行于一体的

密码应用和创新示范基地。

实施“新基建10条”

当日，广州开发区“新基

建10条”宣告实施。

据介绍，“新基建10条”

有四大亮点：

重奖“新基建”高端项目

和人才。紧盯全球顶尖数字经

济技术，对处于价值链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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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全产业链号召力和国际影

响力的数字经济龙头企业高端

项目落户给予最周到的服务和

最大力的扶持，鼓励现有企业

做大做强，重奖数字经济人

才。

强化“新基建”底层技术

支撑。提出3年投入1亿元，培

育一批操作系统、数据库、中

间件、CPU芯片、AI芯片、流

版签软件、网络安全软硬件领

军企业，构建完备的信息技术

应用创新生态，争创粤港澳大

湾区首个国家级信息技术应用

创新基地。

发展“新基建”新业态

新模式。加速制造业数字化进

程，焕发制造新活力。鼓励发

展电子竞技、数字医疗、空中

互联网、数字农业等新业态、

新模式。

探索“新基建”制度创

新。除了在资金、人才、技

术等方面对“新基建”给予

“硬”支撑外，注重通过制度

创新给予“软”保障，明晰

数据产权，鼓励运用区块链技

术构建科学规范的数字安全制

度体系，推动公共数据逐步开

放，加强关键新型基础设施安

全保护。

据悉，广州开发区目前正

依托自身产业基础、区域定位

和资源优势，布局“新基建”

四大区域：鱼珠片区规划人工

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科学

城创建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示

范区、知识城构建通信网络国

际数字枢纽、生物岛建设生物

安全智慧岛。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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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项目最高奖5亿 广州高新区推出“新基建”产业政策

3月29日，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发布《加快“新

基建”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十

条》（以下简称“新基建10

条”），以“新基建”为抓

手，打造数字经济新样板。据

悉，这是全国首个区县级“新

基建”产业政策。

据介绍，“新基建10条”

有四大亮点。重奖“新基建”

高端项目和人才。对处于价值

链顶部、具有全产业链号召力

和国际影响力的数字经济龙头

企业高端项目到该区落户给予

最周到的服务和最大力的扶

持，鼓励现有企业做大做强，

重奖数字经济人才。如对新引

进的全球顶尖数字技术企业，

单个项目奖励总额最高5亿

元。

强化“新基建”底层技术

支撑。3年投入1亿元，培育

一批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

件、CPU芯片、AI芯片、流版

签软件、网络安全软硬件领军

企业，构建完备的信息技术应

用创新生态，争创粤港澳大湾

区首个国家级信息技术应用创

新基地。

发展“新基建”新业态新

模式。“新基建10条”提出，

加速制造业数字化进程，焕发

“制造”新活力。鼓励发展电

子竞技、数字医疗、空中互联

网、数字农业等新业态新模

式。如选正式上线运营且产生

重大影响力的电竞游戏软件项

目，按其软件开发投资额最高

给予1200万元资助。

“‘新基建’立足于科

技端，其所带来的制造技术创

新，将重塑制造型企业从设计

到售后服务的整体价值链，势

必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

角度、全链条的基础改造，推

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

代化。” 广州高新区政研室

主任李耀尧表示，作为广州市

“工业一哥”，该区结合自身

特色，重奖制造业数字化，将

有效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新

业态、新模式发展。

此外，探索“新基建”制

度创新。除了在资金、人才、

技术等方面对“新基建”给予

“硬”支撑外，该区也注重通

过制度创新给予“软”保障，

明晰数据产权，鼓励运用区块

链技术构建科学规范的数字安

全制度体系，推动公共数据逐

步开放，加强关键新型基础设

施安全保护。同时，鼓励数字

经济标准化建设。

记者了解到，该区将谋

划布局“新基建四大区域”，

包括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

区、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示范

区、通信网络国际数字枢纽和

生物安全智慧岛。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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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模型“加盟”疫情防控 全面数据和国情知识是背后支撑

要建立符合我国强有力的

综合防控策略的突发传染病数

学模型，必须要有了解中国国

情的应用数学工作者的强力参

与，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不准

确的结论。

据法新社近日报道，最

近几十年中，人们将新计算机

处理器的强大能力同越来越复

杂的数学模型相结合，卫生部

门就能更好地了解疾病可能的

传播风险、范围和速度。从新

型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到病毒在

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各国科学

家都在利用数学或统计模型，

并结合最新的计算机技术预测

其发展与风险以及相关技术指

标，包括疫情高峰、拐点、最

终的感染和死亡人数等。

现如今，根据疾病传播机

理而建立起来的各种传染病数

学模型以及相应的理论分析已

经非常成熟，并在此次对抗新

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发挥了显

著作用。

结合中国现实举措 发展经

典传染病模型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感染者出现症状前需要经过一

个较长潜伏期，然后确诊隔离

并治疗，最后康复等基本过

程。因此，目前被公众熟知的

SEIR模型就成为一个基本的模

型框架，这样应用数学工作者

就能依据已有的知识体系，很

快得到相应的数学模型。”西

安交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副

院长肖燕妮对科技日报记者表

示。

她提到的SEIR模型就是

传染病的基本数学模型之一。

该模型假定人群分为4种, 分别

是易感者（Susceptible），

即潜在的可感染人群；潜伏

者（Expo s ed） ,即已经被

感染但是没有症状的人群；

感染者（Infected），即感

染后出现症状的人；康复者

（Recoved）,即后痊愈的人。

当然，建立模型需要根

据不同传染病的传播机理合理

地选用不同的模型，如普通流

感SIS模型、急性传染病SIR

模型、带潜伏期的恶性传染

病SEIR模型。通过对 SEIR 模

型的研究, 可以预测一个特定

地区疫情的暴发情况、最大峰

值、感染人数等。不过简单模

型势必无法解释我国复杂的不

断改进的综合防控策略的。肖

燕妮强调，为了给新冠肺炎疫

情传播风险评估与决策机制提

供强大的助力，需要创新地构

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传染病数学

模型。

“自2020年1月23日上午

10时起，武汉采取了封城策

略，随之全国大范围的密切跟

踪隔离、自我防护、筛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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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等措施不断加强，此时我们

说传统的SEIR模型已经不能

刻画或不能完全刻画我国采取

的强有力的综合防控策略。需

要创新性地发展经典的SEIR

模型，使之能够符合中国国情

的防控策略，甚至是包括决策

执行力以及个体依从性这样的

社会行为都是可以量化和分析

的。”陕西师范大学数学与信

息科学学院院长唐三一表示，

“需要强调的是：要建立符合

我国强有力的综合防控策略的

突发传染病数学模型，必须要

有了解中国国情的应用数学工

作者的强力参与，只有这样才

不会出现不准确的结论。”

数据全面真实有效是前提 

需大数据支撑

“通过介绍的模型和数据

分析我们深知，数据的准确性

和多元化以及数据的交叉验证

是保证模型准确预测和决策依

据有效性评估的重要前提。”

唐三一说。

他表示，利用单一的数

据比如仅仅利用累积病例数，

在疫情早期（如1月23日前）

评估疾病风险性还是基本可信

的，而在1月23日后仅仅利用

累积病例数或新确诊病例数单

一数据链是不可能准确刻画中

国不断加强的防控策略的。

比如防控策略的有效性、

时效性的评估方面，通过多源

数据对模型的交叉验证，得出

跟踪隔离和疑似人群累积规模

的稳定是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峰

值到来的前提的重要结论。这

揭示了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在后

期已经超越了传播动力学的范

畴，主要由控制措施决定，要

对未来较长时间的累积报告病

例、累积死亡病例等进行精

准预测，离不开这一判断。另

外，也有科技公司的研究团队

发现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断

发展的同时，信息扩散的规模

和速度也在增大，舆情和疫情

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性，从而

建构基于信息扩散的新型肺炎

网络传播模型，从舆情的角度

去理解疫情。

因此，数据的全面、真

实、多源头对数学模型的有效

性有着决定性作用。“发挥数

学模型的预测预警功能需要大

数据支撑。特别是评估复工复

产可行性等问题时，更需要人

口流动等大数据的支撑。保证

数据的全面、详实和有效，这

是一个核心和关键点。”据他

介绍，疫情期间，陕西省卫健

委每日公布了每个确诊病例的

详实信息，这为发挥数学模型

的预测功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这也说明了数据真实、全

面和有效的重要性。

但是，像新冠肺炎这样的

突发性传染病，早期的数据的

准确性是很难保证的。因为，

肖燕妮和唐三一均提出，在进

行模型辨识和参数估计之前，

不仅要进行必要的数据处理，

也要加强与一线的疾病预防与

防控专家进行密切的交流与合

作。“这是我们团队长期从事

传染病数学模型与应用研究的

重要体会，也是发挥数学模型

准确预测预警与决策机制评估

的必由之路。”肖燕妮强调。

相关阅读：确定疫情技术

指标 评估防控措施效果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国

际上很多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

在知名国际期刊发文，纷纷提

出了各种数学模型，对疫情发

展做出判断和预测。唐三一和

肖燕妮结合其所在的陕西师范

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生物数学

团队以及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

吴建宏的团队在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所做的系统工作介绍了数

学模型在此次疫情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

结合快速的计算和数据

处理能力，团队构建了符合我

国疫情发展和防控策略的复杂

传染病数学模型，在早期新冠

肺炎疫情的预测、预警、风险

分析以及决策依据等诸多方面

发挥了作用。具体体现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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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定刻画传播风险指标的

基本再生数或有效再生数、达

峰时间、峰值以及最终感染规

模等在内的疫情技术指标；第

二，评估包括封城、密切跟踪

隔离、确诊率、治愈率、筛查

率和解除率等围堵与缓疫策略

的时效性与有效性，以及决策

执行力与个体依从性、复工复

产的人口流动对二次暴发风险

的影响，服务于国家疫情防控

的重大决策；第三，通过数据

挖掘、数学模型对比分析，推

广中国经验，服务于国际疫情

决策与防控。

据肖燕妮介绍，如在评估

复工复产对疫情二次暴发的影

响时，数学模型利用人口流动

与百度指数大数据构建了大数

据驱动的网络模型研究武汉及

周边地区复工的时间节点对二

次暴发的影响。对武汉及周边

疫情严重地区复工所带来的二

次暴发风险的分析，也为全国

疫情不严重区域的复工复产提

供了借鉴。同时，模型分析了

决策执行力与个体依从性对复

工复产的影响，得到了在有效

再生数小（传播风险小）的情

况下，在外防输入、内防扩散

的策略下有序复工复产是完全

可行的。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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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13位科学家联合撰文

——新冠肺炎疫情或推动机器人技术研究

机器人可以成为对抗新冠

肺炎疫情的有效工具吗？答案

是肯定的。来自美、中、日、

意等国的13位科学家25日在

《科学机器人》杂志上联合撰

文指出，机器人技术能够在对

抗疫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此次疫情则提供了一个契

机，可能会推动相关技术的进

一步研究。

这篇名为《与新冠肺炎做

斗争—机器人在管理公共卫生

和传染病方面的作用》的评论

文章指出，早在2015年埃博拉

疫情期间，在美国白宫科技政

策办公室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会组织的研讨会上，科学家就

确认了机器人技术在流行病疫

情应对中可发挥作用的3个领

域：临床护理、后勤保障和监

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则带来

了第4个应用领域：工作连续

性和社会经济功能的维持。目

前疫情已影响了全球制造业和

经济，更凸显出对远程操作系

统进行更多研究的必要性。

文章称，针对上述每一

个领域，机器人技术都有着广

阔的发展前景及机遇。机器人

能够完成一些“枯燥、肮脏和

危险”的工作，如对危险场所

进行消毒、在公共场所进行体

温监测、为被隔离患者提供支

持、收集用于诊断的危险样

本、运送和处理污染废弃物、

帮助人们进行虚拟会议等等。

机器人参与这些工作，将会大

大减少人类接触病原体的可能

性，这对流行病防治具有重要

意义。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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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到二〇二五年布建若干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中心

3月25日，科技部网站公

布《关于推进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建设的总体方案（暂行）》

（以下简称《方案》）。《方

案》指出，到2025年，布局建

设若干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突

破制约我国产业安全的关键技

术瓶颈，培育壮大一批具有核

心创新能力的一流企业，催生

若干以技术创新为引领、经济

附加值高、带动作用强的重要

产业，形成若干具有广泛辐射

带动作用的区域创新高地，为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

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

家与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强有力

支撑。

《方案》遵循需求导向、

聚焦关键，科学定位、分类指

导，优化整合、开放共享，深

化改革、协同创新的基本原

则，围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总

体布局，形成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

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分工明确，

与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

室有机衔接、相互支撑的总体

布局。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定

位于实现从科学到技术的转

化，促进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

业化。”《方案》明确，国

家技术创新中心以关键技术研

发为核心使命，产学研协同

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产业

化，为区域和产业发展提供源

头技术供给，为科技型中小企

业孵化、培育和发展提供创新

服务，为支撑产业向中高端迈

进、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挥战略

引领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既要靠近创新源头，

又要靠近市场需求，但不与高

校争学术之名、不与企业争产

品之利。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将

研发作为产业、将技术作为产

品，致力于源头技术创新、实

验室成果中试熟化、应用技术

开发升值，为中小企业群体提

供技术支撑与科技服务，孵化

衍生科技型企业，引领带动重

点产业和区域实现创新发展。

《方案》明确，根据功

能定位、建设目标、重点任务

等不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分

为综合类和领域类进行布局建

设。

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由相关地方政府牵头或多地方

联动共同建设，围绕落实国家

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推动重点

区域创新发展，聚焦京津冀协

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发展

战略，开展跨区域、跨领域、

跨学科协同创新与开放合作。

领域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则

面向国家长远发展、影响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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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参与全球竞争的细分关

键技术领域，落实国家科技创

新重大战略任务部署，加强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为行业内企

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

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服务，主

要由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联合

科研优势突出的高校院所、骨

干企业等，集聚整合相关科研

力量和创新资源，带动上下游

优势企业、高校院所等共同参

与建设。

在体制机制方面，《方

案》指出，实行科学有效的法

人模式，加强产学研协同创

新，强化收益分配激励，开展

市场化技术创新服务，面向全

球吸引凝聚创新人才，构建多

元化资金投入机制。

关于保障措施，《方案》

要求，加强统筹协调，落实和

完善科技创新政策，开展绩效

评价，评估结果与各级财政支

持挂钩，主要采取后补助等方

式予以支持。同时，要发挥财

政资金引导作用，探索建立中

央和地方财政联合投入机制，

中央财政资金主要通过“基地

和人才专项”等支持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建设等。

来源：科技日报



26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科技大会续命计：取消、延期、线上、直播……

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范围

蔓延，对全球科技行业和互联

网公司的影响在加剧。随着疫

情的扩散，近期多场行业重磅

活动纷纷宣布取消或延期。不

少大会主办方和科技公司不得

不采取预防措施，尽最大努力

降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

G S M A 正 式 取 消 M W C 

2020大会

GSMA（全球移动通信系

统协会）宣布，原定于2月份

举行的2020年世界移动通信大

会（以下简称“MWC”），

由于受到了新冠肺炎爆发的影

响，宣布取消。GSMA称，由

于新冠肺炎病毒爆发后已有许

多公司陆续退展，因此将取消

此次大会。

MWC是目前全球最具

影响力的移动通信领域展览

会，由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

GSMA主办，来自世界各国的

通信领域企业和专家汇聚于

此，展示行业最新的技术成

果，MWC也被誉为科技界的

年度盛典之一。

美国SXSW大会34年来首

次取消

据外媒报道，2020年西南

偏南盛会（SXSW）的组织方

取消即将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奥

斯汀举办的科技、艺术与音乐

活动，称当地政府官员们对新

冠肺炎疫情持续感到担忧。这

是该活动34年来首次取消。

西 南 偏 南 音 乐 节

（Southby Southwest，简称

为SXSW）每年3月份在美国得

克萨斯州奥斯汀举办，被誉为

是“世界科技创新风向标”，

也被称为是“CES+TED+戛纳

电影节”的结合体。

2017年，大会首次设立

“聚焦中国”版块，包括微

信、极客公园、摩拜单车和知

乎等来自中国的15家高科技公

司参加了大会；2018年，“聚

焦中国”又邀请了摩拜单车、

亿航智能、阿里巴巴、易点天

下、光谷创+等参加，中国企

业正在用各种方法抢占国内外

媒体的头条。

计 算 机 顶 会 A S P L O S 

2020宣布取消

原定于2020年3月16日至

20日在瑞士洛桑举行的计算

机系统领域顶级会议ASPLOS 

2 0 2 0宣布取消。为弥补遗

憾，会议主办方表示将请所有

ASPLOS参选人员录制会议演

讲视频上传至YouTube，并在

ACMDL上登出论文。

ASPLOS会议是综合体系

结构、编程语言和操作系统三

个方向的计算机系统领域顶

级会议，为CCFA类会议。从

1982年创办至今的三十多年

里，ASPLOS推动了多项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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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系统技术的发展，包括（但

不限于）RISC、RAID、大规

模多处理器、Cluster架构和网

络存储等。

受疫情影响，全球各大科

技巨头也都改变了今年上半年

各种大会的原定计划。

Facebook取消2020F8开

发者大会

由于担心新冠病毒的扩

散，Facebook也宣布取消今年

原定于5月5日至5月6日在美国

圣何塞举行的F8开发者大会。

F 8 开 发 者 大 会 是

Facebook的年度盛事，由于当

中会公布FB来年的发展重点和

更新，因此素来都会吸引数以

千计来自世界各地与品牌合作

的软件开发人员参加。

Google取消最大开发者盛

会：GoogleI/O

谷歌正式宣布彻底取消一

年一度的I/O开发者大会，此前

该公司在3月3日宣布，由于受

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将把

I/O大会改为仅在线上举行，但

现在线上大会也被取消了。谷

歌通常会在I/O大会上推出软件

更新，有时还会发布新的硬件

产品。

亚马逊取消2020年云计算

大会

由于对新冠病毒的担忧，

亚马逊公司取消了原定在旧金

山举行的云计算大会。本次云

计算大会本应于2020年4月14

日在旧金山的莫斯克尼中心南

区举行，这是亚马逊云计算部

门在全国和全世界举办的系列

城市峰会之一。

苹果宣布2020年WWDC

大会改线上召开

据外媒报道称，鉴于新冠

病毒在美国的传播危险，苹果

已经决定推迟3月份推出的春

季发布会。目前苹果并没有公

布WWDC2020的具体日期，

只是预计会在6月的某一天举

行。

WWDC大会为苹果一年

一度的盛事，用来展示苹果

最新软体功能或技术，抢先

了解最新款的iOS版本，如

iPadOS、macOS、watchOS

和tvOS等未来发展。

IBM Think2020大会改为

线上举行

因冠状病毒疫情风险，

IBM宣布原定于5月份在旧金

山举行的IBM Think2020大会

将改为以实时视频串流、互动

活动等在线方式举行。

IBM Think 是IBM公司所

举办的世界级会议，旨在在科

技方面能够领先于同行，并

且也是为了让行业内的企业

进行相关技术的讨论。在IBM 

Think上，会针对现在互联网行

业火热的技术进行研讨，比如

AI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

以及AR等进行交流讨论，同时

也会发布相应的黑科技产品。

微软宣布Build2020开发

者大会改为线上举行

根据华盛顿州政府的健康

安全建议，微软的年度Build开

发者大会将由此前的线下举行

转为在线上举办。

据了解，Build开发者大

会是微软一年一度最重要的

会议之一。活动主题将包括

开发人员工具和语言创新；

云开发和容器；人工智能和

机器学习DevOps自动化；跨

平台应用程序；物联网；构

建Microsoft365扩展；低代码

（Low-Code）工具。

不止在国外举办的活动频

繁取消，国内的展会也同样受

到影响。

2020年中国家电博览会将

与AWE 2021合并举办

AWE官方发布公告称，

原定于2020年3月11日-14日

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

2020年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

览会（AWE 2020）将延期至

2021年3月，与AWE 2021合

并举办。

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

会（AWE）是全球三大家电及

消费电子博览会之一，汇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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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顶级的品牌厂商，全方

位展示家用电器、消费电子、

智能家居、物联网、人工智

能、5G、智慧交通、智慧娱乐

等诸多领域的最新创新成果。

上海CES 2020延期

上海CES主办方发布公告

称，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

定于2020年6月10到12日在中

国上海举办的CES Asia（亚洲

消费电子展）将延期举办。此

外，对于已签订参展合同的参

展商，官方将全额退还已缴纳

的展位费用。

CES Asia是由美国消费电

子协会（CEA）举办，CEA与

上海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共

同承办的展会，每年6月定期

在上海召开。CESAsia去年展

示的产品品类超过二十余种，

涵盖了5G、人工智能、AR/VR

以及汽车技术等多个方面，可

以说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展

会。

接下来，还有哪些展会可

能会受到疫情影响？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

自2015年创办以来，每年

的5月26日到29日，中国国际

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

“数博会”）都会在贵州贵阳

召开。

据了解，数博会是全球首

个以大数据为主题的国家级展

会，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

网信办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现已成为充满合作机

遇、引领行业发展的国际性盛

会，成为共商发展大计、共用

最新成果的世界级平台。

数据显示，数博会参展企

业数量由2015年的380家增长

到2019年的488家，其中，国

外参展企业由最初的22家上升

至156家，增长近7倍。谷歌、

高通、甲骨文等国际巨头争相

参展，阿里巴巴、富士康、中

兴、华为等国内大数据领军企

业相继亮相。同时，5G体验、

无人驾驶、人工智能创新大

赛、大数据发展实践成果观摩

等一系列大会体验赢得了与会

嘉宾和观众的高度赞誉和一致

认可。

五年来，数博会致力于研

判大数据发展动态，聚焦行业

热点痛点和难点，精心规划每

届展会的主题和话题，同步呈

现了全球大数据产业快速发展

的完整历程。

历届数博会均受到中央领

导的关怀和指示。习近平总书

记向2018年数博会发来贺信，

李克强总理、马凯副总理、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先

后于2015-2018年出席数博

会开幕式并致辞。社会各界也

对数博会给予了高度关注，全

球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

专家学者、协会组织、研究机

构，以及国内外政要、媒体汇

聚一堂，集中展示全球大数据

新产品、新方案、新技术、新

成果、新模式，共享大数据时

代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

现在只剩下不到两个月的

时间，有人表示担忧，疫情当

前，今年的数博会能否如期举

行呢？还是会改为线上？这些

猜测目前都还没有官方定论。

可以看到的是，世界范围

内的科技展会和相关活动因新

冠病毒疫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

影响，或许未来还将有更多的

展会和线下活动取消。在如此

严峻的形式下，也许，转战线

上是个不那么坏的选择。

来源：数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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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将改变什么

海南省海口市的红绿灯会

“思考”。这些红绿灯叫“AI

（人工智能）信号灯”，它们

可以根据路口车流量实时调整

放行时长。

海口市交警联合阿里巴

巴技术团队，通过数据资源分

析、人工智能配置，有效缓

解了交通拥堵问题。海口市交

警支队信息通讯科技科科长陈

冬向本报介绍说，“以海甸岛

为例，车辆平均行驶速度提高

了7%，行车延误时间降低了

10.9%。”

随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简称“新基建”）的加速，

城市将变得更加智慧。3月4日

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会议提出，“加快5G网

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近年来，以5G网络、

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联网

建设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正

改变着社会治理、生产制造、

民众生活等各个方面。

创新社会治理

当前，物联网、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正

加速应用到社会治理中，帮助

各地解决政务、交通、应急等

领域的难题。

“新基建”让社会治理更

精细。

“姓名：张某潮。年龄：

93岁。住址：石板巷167号

某单元208室。状态：门磁报

警。”2月28日下午，这条信

息引起了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潮鸣街道“城市大脑”管理员

的注意。系统显示，老人已经

24小时没开过门了，管理员

立即将此事告知社区网格员。

网格员马上联系老人，确定老

人安全后才放心。潮鸣街道的

“城市大脑”可以通过门磁报

警器收集150名独居老人的开

关门情况。一旦有突发情况，

社区工作人员可以快速作出响

应。

“全天第一波警情高峰出

现在早上8点；上午10点，纠

纷类警情进入高位区；下午3

点，诈骗类警情达到峰值；晚

上10点，人身侵害类警情增加

最显著……”这是上海市闵行

区2019年度平安建设大数据。

借助大数据，闵行区让社会治

理变得更精细。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

业与规划研究所所长徐志发认

为，有了大数据等新技术手

段，社会治理开始向精准预

测、智能决策的精准治理方向

迈进。

“新基建”让社会治理更

高效。

“身穿黑色外套、黑色

裤子，长发……”以前，通过

这些特征寻找失踪人员可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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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捞针。如今，在重庆市合川

区社会治理大数据中心，将

“黑色外套”、“黑色裤子”

这些模糊的人物特征输入系统

后，只需几秒钟，24小时内

辖区监控摄像头拍摄到的、符

合查询条件的几万张照片就跳

了出来。再经过时间、地点等

分析，就可以初步锁定失踪人

员。

3月10日，北京市海淀区

“城市大脑样板间”建成开

放，集中展示了海淀区智能城

市管理场景。”为防治污染，

海淀区引入卫星遥感技术，每

月采集城市地貌数据。通过比

对这些数据，可以及时发现违

规施工等问题。

福建省福州市乌龙江湿

地公园使用AR（增强现实技

术）进行河道巡检。工作人员

戴上AR设备，眼前可直观看到

河道相关信息，仿佛装上了一

双“透视眼”，在地面就能完

成实时数据采集与常规巡检，

还可根据异常提示快速定位问

题，确定解决方案。

“ 新 基 建 ” 让 群 众 办 事

“零跑腿”。

四川省成都市的张女士

很爱读书。以前，为了找一本

书，她常常要跑好几家图书

馆。现在，只要点开“天府市

民云”APP，进入“图书馆”

页面，就能查询到成都图书

馆、青羊图书馆等10家图书

馆的书目检索、借阅情况等信

息。“全市的图书馆都能查，

太方便了。”张女士说。

当前，全国各地纷纷打

造线上便民应用。北京市推出

“北京通”APP，集合了结婚

证、驾驶证等55类证照的办理

事项；广东省上线“粤省事”

微信小程序，实现在线查社

保、查公积金、查机动车违章

罚款等，目前实名注册用户已

超过2500万……

“ 新 基 建 ” 让 城 市 更 安

全。

疫情防控期间，“新基

建”的作用凸显。实时监测辖

区重点场所，实时掌握居民出

入动态……山东省济南市历城

区郭店街道综合治理服务中心

能够指挥调度16个下辖村居网

格、63个疫情防控工作点开展

智慧防疫。

借助大数据、物联网等

多项技术，郭店街道实现了对

疫情的高效防控。居民线上填

写信息后，生成线上智慧通行

证，这样工作人员就无需上门

收集居民信息，实现了“无接

触”社区服务。重点管控人员

一旦外出，系统会立刻向值守

人员报警，解决了开放式小区

的管理难题。

不止济南市，河南省郑州

市部分社区安装智能人脸识别

系统，居民可以通过“刷脸”

快速进入社区；辽宁省营口市

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全市疫

情一张图，提高了疫情防控应

急指挥效率……

疫情防控期间还出现了一

项重要数字技术创新——“健

康码”。“健康码”用于对人

员进行精细化管理，目前已从

局部试验发展到了全国推广。

3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规

划司司长毛群安表示，全国绝

大多数地区的“健康码”可以

实现一码通行。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

长石谦研究员表示，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其中一

个重要考点是如何更好地适应

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

提升治理能力。各部门依托信

息技术创新治理模式、优化治

理流程，同时促进了通信、交

通、公安等多系统数据对接，

为提升治理能力积累了经验。

加速智能生产

1月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指出，“大力发展先进制

造业，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

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推进智

能、绿色制造。”当前，“新

基建”正为生产制造注入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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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新基建” 催生了一批智

能工厂。

4 0 台智能小车接管了

6000平方米的工厂。这样的场

景出现在重庆市长安民生物流

公司的“智能仓”中。在这个

拥有1469个存储库位的汽车物

流厂房中，工作的主力军是40

台灵活的自动引导搬运车——

AGV小车。当零部件有出库需

求时，系统发布指令给AGV小

车，小车就会将零部件搬运至

发货通道。工人只需要进行贴

标签、发货等操作，仓内搬运

工作均由AGV小车完成。

“智能仓”只需几名工人

值守，每小时可以实现800箱

汽车零部件出入库，每年为企

业节省约200万元成本。尤其

是疫情防控期间，“智能仓”

可以有效弥补用工缺口，让企

业尽早复工复产。

近日，智能生产制造再

次获得政策支持。3月20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

展的通知》指出，引导平台增

强5G、人工智能、区块链、增

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支

撑能力，强化设计、生产、运

维、管理等全流程数字化功能

集成。

农业生产同样智能。

如今，“云养牛”成为

一种趋势。将奶牛全部连接上

物联网，只需一部手机和一套

软件就可以管理牧场了。这是

蒙牛集团和阿里云联合打造

的“数字奶源智慧牧场管理平

台”。在部分农场，奶牛还配

有计步器，根据奶牛每天的步

数，系统可以判断出它们的健

康状况。蒙牛集团首席信息官

张决向本报表示，“有了智慧

平台，800多个牧场的100万头

奶牛就有了‘云管家’、‘云

医生’。”

“空气湿度76%，过高，

应控制在70%以下。光照太

强，注意检查土壤水分。”3

月正值春耕时节，受到疫情影

响，技术员文超无法及时回到

福建省漳州市绿洲农业智慧

园，但他可以通过手机对大棚

进行实时监控并指导生产。这

得益于农业智慧园引进的智能

感应器、自动喷淋系统等一系

列物联网设备。

2月5日对外公布的《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

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

面小康的意见》指出，依托现

有资源建设农业农村大数据中

心，加快物联网、大数据、区

块链、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

通信网络、智慧气象等现代信

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

“新基建”让生产决策更

加智能。

随着物联网、5G网络和工

业互联网的普及，生产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数据将得到有效收

集和保存。经过深度分析，这

些数据将为生产决策提供重要

依据。

“有 9 7 . 8 %的用户每

次用水时长不超过5分钟，

71.1%的用户用水时长在1分

钟内。在加热方式上，日加热

时间不超过60分钟的占比约

38%，60—120分钟的占比约

28%……”这是海尔集团利用

“海尔U ”大数据对电热水器

用户进行的精准画像。有了这

样的大数据分析，海尔在产品

研发时可以在保障用户洗浴舒

适的前提下，提出更具有针对

性的节水节电方案。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张鹏

翥认为，大数据有效解决了企

业在创新决策时遇到的信息不

完整和分析不合理问题，能很

好地帮助企业正确把握决策方

向，实现可持续发展。

方便民众生活

“新基建”带来许多新的

应用场景，极大方便了民众教

育、医疗、出行等生活的方方

面面。

疫情防控期间，“5G 教

育”火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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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下午，上海市洋

泾菊园实验学校的2000多名学

生在“上海热线”网上一起观

看了5G直播的“体育大课”，

并跟着老师做中小学生武术

操。

此次“体育大课”由16

台4K摄像机共同完成拍摄。

技术人员实时采集每个摄像头

的音、视频数据并进行拼接。

16台摄像机拍摄的数据容量较

大，而5G网络刚好可以满足带

宽需求，让直播流畅进行。学

生们可以通过滑动屏幕切换不

同摄像头，多角度观察老师的

示范动作。

“新基建”让医疗资源分

配突破空间限制。

“患者的病情复杂，存

在代谢的问题、心动过缓的问

题……”2月27日，在武汉雷

神山医院远程会诊中心，北

京、上海、广州3地医疗专家

通过“5G远程CT”进行在线

诊疗。5G网络可以实时同步传

输大量医疗影像，3地专家能

够清楚看到患者CT、核磁等数

据。

5G网络具有高速率、广连

接、低时延的特点。相关研究

显示，5G网络下远程操控的延

迟时间仅在20—30毫秒之间，

而人每眨一次眼需要300毫

秒。也就是说，医生看到的5G

传输画面已接近实时画面。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大

中华区总裁斯寒近日表示，中

国的运营商和企业在5G发展过

程中逐渐取得了领先地位。中

国消费者对5G表现出更大的

热情，更愿意接受创新服务和

新终端。得益于与运营商早期

合作试点的成果，中国工业制

造、港口物流、交通出行、医

疗和教育等领域的企业也更愿

意拥抱5G。

“新基建”让居家生活更

智能。

“叮咚。”“请问要去

几楼？”“6楼。”“请稍

后。”这是乘梯人和电梯智能

系统之间的对话。疫情防控

期间，四川省绵阳市一家电梯

公司研发出一款“智能防疫电

梯”。乘坐电梯时无需碰触电

梯按钮，通过语音或手机扫码

就可以操作电梯。老旧电梯只

需加装智能模块，就能升级为

“智能防疫电梯”。

如今，人工智能、物联网

和5G网络让智能家居走入千家

万户。“智能魔镜”可以根据

天气情况和用户穿搭习惯为其

提供穿着建议；“智能照明”

可以感应室外光线，自动调整

灯光明暗，更加节能实用；

“智能扫地机器人”可以通过

住户远程操控，按指定路线进

行清扫……

“新基建”将许多娱乐活

动搬上云端。

粉色的樱花次第开放，在

微风中摇曳……这样的画面出

现在5G直播活动中。受疫情

影响，人们无法到武汉大学观

赏樱花，但是可以线上“云赏

樱”。3月12日，中国移动正

式上线了“樱花树下·爱和希

望”大型直播活动，通过5G 

VR（虚拟现实技术）的方式带

领游客“云旅游”。

疫情防控期间，“云旅

游”大受欢迎。大唐移动5G产

品线副总裁李文表示，“与传

统直播相比，5G VR直播的形

式具备全景、3D以及交互3个

特点。5G带来的超低延迟满足

了设备全景视频的分辨率和码

率，给用户带来更好的观看体

验。”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

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认

为，“新基建”涉及新的产

业链重构，其上游是基站、天

线、传感器、存储器、光纤光

缆等，下游是智能手机、智能

汽车、智能家居、智能机床等

终端硬件以及软件开发服务，

呈现出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

型特点。可以说，每一细分领

域都有巨大发展空间。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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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国家“点名”后 互联网医疗加速走进“春天里”

疫情暴发后，医院成了

高危区域，大量非急症门诊关

闭，求医不便的患者，开始转

向线上问诊。日前，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

互联网医疗频频被“点名”。

据统计，疫情期间，国家

卫生健康委的委属管医院互联

网诊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

倍。同时，一些第三方互联网

服务平台的诊疗咨询量也比同

期增长了20多倍。因为疫情

的催化，互联网医疗“流量井

喷”。随着国家政策的加持，

蓄势已久的互联网医疗貌似迎

来了春天。

隔空问诊“爆发式增长”

“ 医 生 ， 我 有 点 轻 微

咳嗽，不知道是不是得了肺

炎？”

“不要急，跟我详细说说

你的情况……”

不用“面对面”，隔着屏

幕就能寻医问诊。疫情期间，

阿里健康上线了义诊服务，不

少医生在脱下白大褂后变身

“淘宝主播”。江西省庐山人

民医院发热门诊医生张沛，首

次直播就吸引近10万人次观

看。短短一小时，他回答了

100多个问题。用他的话说，

一场直播的强度丝毫不亚于一

台小手术。

在有“中国大数据之都”

美誉的贵州省贵阳市，有家叫

“朗玛信息”的上市公司，同

样运用“互联网医疗”技术为

全国各地民众提供免费远程问

诊服务。视频问诊8000余次、

图文问诊50000余次、浏览量

近400万人次……这是一个月

内“朗玛信息”交出的成绩

单。

疫情期间，阿里健康、好

大夫、微医、丁香园等众多互

联网医疗企业反应迅速。隔空

问诊“爆发式增长”，无疑大

大缓解了线下门诊的压力，也

避免了交叉感染，让互联网医

疗得到了一次集中检阅。

开辟抗疫“第二战场”

疫情期间，一些传统的公

立医院积极拥抱互联网，整合

医疗力量，用互联网医疗开辟

了抗疫“第二战场”。

2月10日，天津医科大学

总医院上线“互联网门诊”，

首批103名医生在线服务，患

者可以通过图文或视频的方式

在线咨询。3月3日，“互联网

门诊”升级，可以实现线上支

付、医保线上实时结算、药品

快递到家等功能。运行一个多

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互

联网门诊”服务患者近6000余

人次。

“云诊疗”更是打破了优

质医疗力量的地域界限。

疫情期间，宁夏回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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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积极协

调，多次通过远程视频，为湖

北襄阳“线上驰援”。作为全

国首个“互联网医疗健康”示

范区，宁夏目前已构建起覆盖

到乡村的五级远程医疗服务体

系。在抗疫中，“云诊疗”发

挥独特作用，全区22家互联网

医院形成联盟，开展在线问诊

3万余例，约40万人受益。

“我们支援襄阳的医护人

员名额有限，但目前双方已建

立了联络员机制，更多专家可

以通过远程会诊发挥作用。”

宁夏人民医院信息中心主任李

宁说。

互联网医疗静待春暖花开

疫情催化“流量井喷”，

与餐饮、酒店、旅游等行业经

历的“寒冬”相比，此前并不

活跃的互联网医疗行业悄然间

好像迎来了“春天”。特别是

疫情期间，国家层面相继出台

政策，助推互联网医疗发展。

“整个互联网行业在疫

情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的咨询和

义诊，进行了一次很好的用户

教育。疫情促使在线问诊完成

了从医到药的整个过程，是对

用户习惯更深层次的培养，更

是对行业发展更进一步的促

进。”小鹿医馆联合创始人兼

CEO刘欣悦表示。

不过，互联网医疗的短板

也很明显。

宁夏卫生健康系统一位

业内人士透露，实体医院诊疗

过程中的临床检查优势，是互

联网诊疗手段无法比拟的。坐

享便利的同时，不少患者更担

心它存在诊断不准确、用药不

合理等问题。另外，当前医保

报销尚未纳入网上医疗体系，

行业监管和行业规范都有待完

善。

“技术的进步、政策的松

绑、企业战略选择比疫情的影

响更大。”刘欣悦认为，从客

观上来讲，疫情作为偶发事件

很难成为互联网医疗行业爆发

的拐点。

不 管 怎 样 ， 经 此 一

“疫”，互联网医疗越来越受

到重视，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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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启动“科技助力经济2020”等支撑经济平稳运行

科技部印发《关于科技创新支撑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国科发区〔2020〕6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部署，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当

前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的支撑保障作用，科技部研究制定了《关于科技创新支撑复工复产和经济平

稳运行的若干措施》。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有关进展情况请及时报送科技

部。

科技部

2020年3月21日

【导读】3月21日，科技部发布《关于科技创新支撑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的若干

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共推出9个方面18条具体措施，包括启动

实施“科技助力经济2020”重点专项、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扩大高校毕业

生就业渠道等，旨在通过体系化安排，依靠科技创新解决复工复产、经济平稳运行中的痛

点难点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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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技创新支撑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的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部

署，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当前

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的支

撑保障作用，现提出以下若干

措施。

一、总体要求

科技创新是推动复工复

产、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做好

“六稳”工作的重要支撑保

障。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统

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以及科技创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

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立足科技工作职能定

位，坚持底线思维，发挥创新

驱动、科技引领作用，形成体

系化工作安排。要突出科技工

作着力点，聚焦高新区、科技

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高新技术产业等科技创新主阵

地，以及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

发展需求，依靠科技创新解决

复工复产、经济平稳运行中的

痛点难点堵点。要强化目标导

向，以近中期能否尽快取得实

效作为根本标准，采取更加精

准、可操作的工作举措，确保

年内能够取得成效，有力有效

对冲疫情影响。要注重发挥好

政府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深化

科技工作“放管服”改革，强

化政策引导，激发市场创新活

力。要注重调动各方面力量，

充分发挥各级科技管理部门、

科技人员和各类创新主体等

重要作用，形成全国科技系统

一盘棋推动复工复产和经济平

稳运行的工作局面，为实现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推动创

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

献。

二、重点举措

（一）启动实施“科技助

力经济2020”重点专项。

1 .按照“周期短、见效

快、程序简捷规范”的原则，

通过重点研发计划快速启动实

施一批技术创新项目，特别是

短期内能见到实效、带动效果

明显的技术成果转化落地项

目，实施周期两年以内，支持

一批优秀科技型企业克服疫情

带来的短期困难，对疫情严重

地区予以适当倾斜。各地方要

结合自身实际加大科技投入，

支持科技型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和经济平稳运行，实现创新发

展。

（二）充分发挥国家高新

区在推动复工复产中的重要载

体作用。

2.各地方要针对低、中、

高不同风险等级地区以及不同

企业和产业特点，制定差异

化、精准化的复工复产举措，

指导推动国家高新区分级有序

复工复产。推广应用健康监

测、智慧物流、远程办公、数

字政务等新技术新产品，利用

科技手段支撑企业复工复产。

建立健全国家高新区复工复产

统计监测体系，发挥一站式信

息服务平台作用，实现信息共

享。

3.加快推动新布局一批国

家高新区，优化国家高新区空

间布局，通过以升促建，完善

科技服务体系，促进高新区高

质量发展。进一步完善国家高

新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和考核办法，建立有进有出的

动态调整机制，强化动态管

理。

（三）实施科技型中小企

业创新发展行动。

4.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创

业，加快壮大科技型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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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促进高质量就业。加强

对“双创”服务机构的考核评

估，引导科技企业孵化器、众

创空间、大学科技园等打造市

场化、专业化、全链条服务平

台，提高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

服务能力。支持龙头骨干企业

发挥创新资源、市场渠道、供

应链等优势，通过建立专业化

众创空间、协同创新共同体等

方式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

业同步复工、协同创新。推

动重点区域和有条件的地方开

展科技创新券跨区域“通用通

兑”，根据“双创”服务机构

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服务绩效

予以后补助支持。

5.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

的支持力度。利用各种线上线

下平台组织开展政策宣讲、在

线培训、在线答疑等，面向科

技型中小企业宣传解读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相关援企稳岗、减

税免费、社保减免、金融支持

等重点政策。会同有关部门研

究制定政策措施，加大中央财

政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特别是

科技型小微企业研发活动的绩

效奖励，建立部省联合资助机

制。协调推动提高科技型中小

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6.加大国家科技成果转化

引导基金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

融资支持。推动设立支持新

药、医疗装备、检测、疫苗等

领域的子基金，加快抗疫攻关

科研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引

导已设子基金加大对疫情重点

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

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推动科技成

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试点，引

导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积极支

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

（四）加大对高新技术企

业的激励引导。

7.研究完善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管理办法和便利化措施，

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评

价，进一步落实高新技术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推动更多领

域和地区符合条件的企业享受

激励政策。

8.开展高新技术企业上市

培育行动，加强对高新技术企

业的对接服务与培训指导，与

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等加

强合作，畅通高新技术企业上

市融资渠道。

（五）实施先进技术推广

应用“百城百园”行动。

9.围绕“一城一主题、一

园一产业”，组织遴选100个

左右创新型城市（县市）和

100个左右国家高新区、国家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等，结合地方

需求及其优势快速推广应用一

批先进技术和科技创新产品。

10.加快国家技术转移体

系建设。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发

布关于高校专业化技术转移机

构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遴选

一批高校开展国家技术转移中

心建设试点，面向社会开展技

术转移服务。鼓励和推动社会

化、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发

展。建设科技成果信息共享服

务平台，完善科技成果动态征

集、评估、发布机制。

（六）培育壮大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

11.大力推动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加大5G、人工智能、

量子通信、脑科学、工业互联

网、重大传染病防治、重大新

药、高端医疗器械、新能源、

新材料等重大科技项目的实施

和支持力度，突破关键核心技

术，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和产业化，培育一批创新型企

业和高科技产业，增强经济发

展新动能。

12.编制面向智慧医疗、

智慧农业、公共卫生、智慧城

市、现代食品、生态修复、清

洁生产等应用场景的技术目

录，在国家高新区、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等打造

示范应用场景，推动实施一批

医疗健康、智能制造、无人配



38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送、在线教育等新兴产业技术

项目，引导消费和投资方向。

（七）开展科技人员服务

企业专项行动。

13.重点支持拥有创新成

果的科技人才加快成果转化应

用，推动国家科技人才计划入

选人才等率先服务企业，引导

地方组织科技人员服务企业。

组织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选

派“科技专员”，为企业开展

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服务。搭

建人才与企业技术需求信息交

互服务平台，推动科技人员

与企业精准对接服务，建立人

才与企业需求双向互动交流

机制。优化外国人来华服务管

理，提供出入境便利。加快组

织实施疫情防控有关的高端外

国专家项目，探索离岸创新、

远程合作等智力引进新模式。

14.落实科技人员创新创

业各项政策，将科技人员服务

企业情况作为职称评审、岗位

竞聘等重要内容，对于成效突

出的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科技人

才计划。抓紧落实赋予科研人

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

使用权试点。

（八）推动科技特派员助

力保障春耕生产和扶贫攻坚。

15.精准选派一批科技特

派员深入生产一线，重点围绕

春耕生产、重大病虫害和动物

疫病防治等技术需求加强技术

服务。加快推广一批符合实际

需求的先进技术成果，编制

印发科技手册，组织科技特派

员向农民定向推送农业生产

政策、春耕备耕技术，指导企

业、专业合作社等参与农技推

广。

16.开展科技助力脱贫攻

坚，统筹推动对建档立卡贫困

村科技服务和就业带动全覆盖

工作。实施就业行动计划，扎

实开展产业扶贫，深入推进消

费扶贫。

（九）扩大高校毕业生就

业渠道。

17.在国家科技计划支持

的项目中，推动高校、科研院

所设立科研助理或辅助人员岗

位，扩大博士后岗位规模，其

劳务费用和有关社保补助按规

定从项目经费中列支，支持高

校毕业生短期就业。

18.依托国家高新区设立

大学生就业实训基地，开展创

业培训，建立见习岗位等，吸

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三、组织实施

（ 一 ） 切 实 提 高 政 治 站

位。各级科技管理部门要从增

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

维护”的高度，切实把思想、

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充分认识

科技创新支撑复工复产和经济

平稳运行的重要性紧迫性，强

化责任担当，积极为高校、科

研院所恢复正常科研秩序以及

科技园区、科技企业复工复产

创造条件、提供保障。

（ 二 ） 健 全 协 同 联 动 的

落实机制。加强中央和地方联

动，强化跨部门协同，充分调

动科技界、各类创新主体等积

极性主动性，形成共同推动

复工复产、保障经济平稳运行

的工作合力。各地方要结合

各自实际，进一步细化实化政

策举措，明确责任分工和时间

节点，加强协调，加快部署启

动，确保年内取得成效。

（ 三 ） 统 筹 当 前 和 长 远

任务部署。立足当前形势和任

务要求，及时调整优化重点科

技工作部署，加大资源配置、

政策措施等重点向支撑复工复

产、经济平稳运行倾斜。面向

长远，加快推进已经部署的

科技项目、平台基地、科技规

划、体制改革等重点任务，夯

实科技创新能力，引导企业和

产业提升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

力。

（ 四 ） 强 化 政 策 宣 传 落

实。各级科技管理部门、科技

园区要把落实政策作为工作重

点，大力开展援企稳岗、复工

复产、人才激励等政策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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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确保各项政策应落实尽

落实，充分激发各类创新主体

和科技人员创新创造活力。加

强与财税、金融、产业、人力

资源等相关部门的政策协同，

强化各类政策对科技创新的

引导支持，争取有新的政策突

破。

（ 五 ） 加 大 资 金 投 入 保

障。注重用好存量资金，争取

增量资金，通过各级科技计划

（专项、基金）等为科技支撑

复工复产、保障经济平稳运行

提供保障。加大对湖北等疫情

影响较大地区的支持力度，加

大科技创新资源援助力度。拓

展各类资金投入渠道，引导

社会资本、金融投资等加大投

入。

（ 六 ） 注 重 奖 惩 并 重 。

对于在支撑复工复产、保障经

济平稳运行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单位和个人，在各级科技计划

项目申报、表彰奖励、平台建

设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总结

梳理一批在复工复产、支撑经

济发展方面成效显著的地方、

园区和企业典型案例，做好宣

传推广。对于敷衍塞责、不担

当不作为的按有关规定予以惩

戒。

来源：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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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复工复产和提升中

小企业专业化能力的决策部署，以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赋能中小企业，助力中小企业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和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方案。

一、行动目标

坚持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应用为支撑，以提升

中小企业应对危机能力、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为

目标，集聚一批面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服务商，

培育推广一批符合中小企业需求的数字化平台、

系统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助推中小企业通过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赋能实现复工复产，增添发

展后劲，提高发展质量。

二、重点任务

（一）利用信息技术加强疫情防控。推广

“行程卡”“健康码”等新应用，实现人员流动

信息实时监测与共享，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

提下加快企业员工返岗。运用医疗物资保障、疫

情预警、库存及物流配送、资源调配等小程序、

工具包，科学精准防控疫情，推动有序复工复

产。

（二）利用数字化工具尽快恢复生产运营。

支持中小企业运用线上办公、财务管理、智能通

讯、远程协作、视频会议、协同开发等产品和解

决方案，尽快恢复生产管理，实现运营管理数字

化，鼓励数字化服务商在疫情防控期间向中小企

业减免使用费。支持数字化服务商打造智能办公

平台，推出虚拟云桌面、超高清视频、全息投影

视频等解决方案，满足虚拟团队管理、敏感数据

防控等远程办公场景升级新需求。

（三）助推中小企业上云用云。引导数字

化服务商面向中小企业推出云制造平台和云服务

平台，支持中小企业设备上云和业务系统向云

端迁移，帮助中小企业从云上获取资源和应用服

务，满足中小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

理、市场营销等业务系统云化需求。加快“云+

智能”融合，帮助中小企业从云上获取更多的生

产性服务。鼓励数字化服务商向中小企业和创业

团队开放平台接口、数据、计算能力等数字化资

源，提升中小企业二次开发能力。

（四）夯实数字化平台功能。搭建技术水平

高、集成能力强、行业应用广的数字化平台，应

工信部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

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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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物联网、大数据、边缘计算、5G、人工智能、

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集成工程设计、

电子设计、建模、仿真、产品生命周期管理、制

造运营管理、自动化控制等通用操作系统、软

件和工具包，灵活部署通用性强、安全可靠、

易二次开发的工业APP，促进中小企业生产要素

数字化、生产过程柔性化及系统服务集成化。打

造工业APP测试评估平台和可信区块链创新协同

平台，为中小服务商和中小企业提供测试认证服

务。

（五）创新数字化运营解决方案。针对不

同行业中小企业的需求场景，开发使用便捷、成

本低廉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实现研发、

设计、采购、生产、销售、物流、库存等业务在

线协同。推广应用集中采购、资源融合、共享生

产、协同物流、新零售等解决方案，以及线上采

购与销售、线下最优库存与无人配送、智慧物流

相结合的供应链体系与分销网络，提升中小企业

应对突发危机能力和运营效率。

（六）提升智能制造水平。针对中小企业典

型应用场景，鼓励创新工业互联网、5G、人工

智能和工业APP融合应用模式与技术，引导有基

础、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加快传统制造装备联网、

关键工序数控化等数字化改造，应用低成本、模

块化、易使用、易维护的先进智能装备和系统，

优化工艺流程与装备技术，建设智能生产线、智

能车间和智能工厂，实现精益生产、敏捷制造、

精细管理和智能决策。

（七）加强数据资源共享和开发利用。支

持基于产业集群和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打通不同系

统间的数据联通渠道，实现数据信息畅通、制造

资源共享和生产过程协同。支持发展新型数据产

品和服务，鼓励探索专业化的数据采集、数据清

洗、数据交换、数据标注等新商业模式，发展弹

性分布式计算、数据存储等基础数据处理云服务

和在线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图像理解、语

音识别、知识图谱、数据可视化、数字孪生等数

据分析服务，帮助中小企业提升数据开发和应用

水平。

（八）发展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扶持

疫情防控期间涌现的在线办公、在线教育、远程

医疗、无人配送、新零售等新模式新业态加快发

展，培育壮大共享制造、个性化定制等服务型制

造新业态，深挖工业数据价值，探索企业制造能

力交易、工业知识交易等新模式，鼓励发展算法

产业和数据产业，培育一批中小数字化服务商。

打造开源工业APP开发者社区和中小企业开放平

台，搭建中小企业资源库和需求池，发展众包、

众创、云共享、云租赁等模式。

（九）强化供应链对接平台支撑。建设产

业供应链对接平台，打造线上采购、分销流通模

式，为中小企业提供原材料匹配、返工人员共

享、自动化生产线配置、模具资源互助、防护物

资采购、销售和物流资源对接等服务。基于工业

互联网平台，促进中小企业深度融入大企业的供

应链、创新链。支持大型企业立足中小企业共性

需求，搭建资源和能力共享平台，在重点领域实

现设备共享、产能对接、生产协同。

（十）促进产业集群数字化发展。支持小型

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创客空间等中小企业产

业集聚区加快数字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建设中小

企业数字化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创建中小企业数

字化创新示范园。支持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以网

络化协作弥补单个企业资源和能力不足，通过协

同制造平台整合分散的制造能力，实现技术、产

能、订单与员工共享。

（十一）提高产融对接平台服务水平。促进

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商和金融机构等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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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企业信用监测、智能供需匹配、大数据风控

等服务体系，提供基于生产运营实时数据的信用

评估、信用贷款、融资租赁、质押担保等金融服

务，为企业获得低成本融资增信，提升中小企业

融资能力和效率。打造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增信的

公共服务平台，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合同

多方在线签署、存证服务，传递供应链上下游信

用价值，激发中小企业数据资产活力。

（ 十 二 ） 强 化 网 络 、 计 算 和 安 全 等 数 字

资源服务支撑。支持电信运营商开展“提速惠

企”“云光惠企”“企业上云”等专项行动，提

升高速宽带网络能力，强化基础网络安全，进一

步提速降费。加快推广5G和工业互联网应用，拓

展工业互联网标识应用，加强中小企业网络、计

算和安全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十三）加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推动中

小企业落实《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技术标

准的要求，强化网络与数据安全保障措施。建设

工业互联网安全公共服务平台，面向广大中小企

业提供网络和数据安全技术支持服务。鼓励安全

服务商创新安全服务模式，提升安全服务供给能

力，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制全天候、全方位、立体

化的安全解决方案。

三、推进措施

（一）强化组织保障。各地中小企业主管部

门要加强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工作的统筹协调，

政府、服务机构、企业协同推进和落实好专项行

动。发挥中小企业主体作用，主动适应新形势，

推进自我变革与数字化赋能，提升企业应对风险

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调动数字化服务商积极

性，发挥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和平台网络

作用，帮助企业精准防控疫情、有序复工复产，

加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

（二）完善激励机制。将中小企业数字化

改造升级纳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体系和

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建设，予以重点

支持。按照“企业出一点、服务商让一点、政府

补一点”的思路，鼓励各地将中小企业数字化列

入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等资金重点支持范围。

对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小

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升级推进复工复产和转型

发展的，金融机构在优惠利率贷款中给予优先支

持。

（三）组织供需对接。建立中小企业数字化

可信服务商、优秀数字化产品与服务评价体系，

征集、培育和推广一批技术力量强、服务效果

好、深受中小企业欢迎的数字化服务商、优秀数

字化产品与服务。通过在线直播、视频展播、线

上对接等形式，实现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展示互动

与对接交易，指导企业科学制定部署模式，合理

配置资源服务。举办2020中小企业信息化服务信

息发布会。组织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暨数字化产

品和解决方案对接、“创新中国行”数字化应用

推广等活动。

（四）加强培训推广。加强面向中小企业

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培训课程体系和教学师资

队伍建设，利用“企业微课”、工业和信息化技

术技能人才网上学习平台等线上平台和中小企业

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训、银河培训工程等渠道，

加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培训。适时总结推

介数字化赋能标杆中小企业和实践案例，加强示

范引领。在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中国（四

川）中小微企业云服务大会、中国数字经济高端

峰会等会议期间，举办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高端

论坛，促进理论研究与实践交流。在工业和信息

化部门户网站开设专栏，提供“一站式”综合服

务。加强新闻宣传，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来源：工信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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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数据成为科技战疫“硬核”力量

在战“疫”过程中，足不出户，天猫超市、

盒马直接将蔬菜瓜果送到家，企业开工用钉钉远

程办公，在家手机一划，阿里健康的“急送药”

便服务不停；在各地复工复产过程中，健康码梳

理人员信息、大数据统计物流和人流……疫情发

生以来，网络购物、在线教育、在线办公等“宅

经济”的异常火爆，深度展现着中国经济的面貌

和广度。

疫情发生以来，全民“宅”家之中，互联网

公司、科技公司助力构筑防控线。除了直接捐助

物资等，在线上服务与科研支持上，不少互联网

公司也着墨甚多。比如，阿里等平台开设辟谣专

区，稳定民心；发布发热门诊地图，为民众检查

提供指南；还有的发布人群迁徙大数据，帮助民

众与政府“精准防控”。更为“硬核”的是，有

互联网企业设立专门的科研攻坚基金，从学术研

究上发力攻克疫情。

当前，多地开始在复工复产上加大力度，这

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另一个战场。因此，更

要发挥互联网科技公司的优势。比如，以“网”

搭桥，打通物流“微循环”。防疫的特殊时期，

因为防控物流、人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而

运用互联网优势则可以很好地打通物流，加速农

产品流通，减轻运不出去的压力。这其中，众多

电商平台的介入，就为供需两端搭起了一座“你

想卖，我想买”的网络桥梁。近日，京东、阿里

等知名电商集体发力，纷纷在各自平台上开通生

鲜绿色通道，为滞销农产品打通销路。

此外，不少互联网平台还多措并举支持中小

企业，“搭把手，扶一扶”。日前，手握国民级

应用支付宝的蚂蚁金服宣布，将支付宝从金融支

付平台升级为数字生活开放平台，聚焦服务业数

字化，并立下“3年携手5万服务商，帮助4000万

商家完成数字化升级”的战略目标。阿里淘宝及

天猫承诺绝不涨价，并快速全力调配资源，京东

在坚决保障自营商品价格稳定外，严禁第三方商

家出现涨价行为，发现违规即刻下架。

同一片土地，同一种责任。互联网企业对疫

情防控和各地复工复产的积极参与，既是同舟共

济的现实诠释，也为科学防治提供了技术保障。

一方面，互联网公司的本质是科技公司，科技有

着巨大的“乘数效应”，能够以技术进步撬动社

会发展；另一方面，以互联网为基础，产生了新

型服务业，驱动着政府、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此时，善用、巧用互联网对疫情防控、经济发展

的作用，或将产生巨大的正面效应，促进经济转

型升级。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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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中国IDC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发布

2019年对于中国的IDC产业而言可以说是意

义深远。从国内环境来看，在深化数字转型以及

5G商用和新基建的刺激下，全社会的IDC需求进

一步提升。但另一方面，为了有效降低能耗，各

一线城市对于新建和旧有机房的限制政策却进一

步收紧。与此同时，放眼全球，在中国互联网企

业出海，海外巨头布局国内的双重需求带动之

下，北美，欧洲以及亚太的IDC市场也展现出了

勃勃生机。

那么2019年的IDC产业具体呈现了哪些变

化？对于未来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科智咨询（中国IDC圈研究中心）日前正式

对外发布了《2019-2020年中国IDC产业发展研

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是基于超过2000

家IDC服务商，以及10000余家各类型客户、数

十家投融资机构进行问卷调研和访谈之后获得了

全面而详实的数据，经过多名资深分析师的缜密

研究总结后最终成型。报告站在行业整体的高度

上，深入研究了国内外IDC市场的现状，并对新

基建大潮之下行业即将形成的新格局做了系统分

析。

在具体内容方面，该报告共分为定义，结论

以及说明三个部分。除对2019年中国IDC业务市

场现状以及行业客户的分析之外，还涵盖了海外

（北美，欧洲，亚太）等市场的分析。并对新基

建下数据中心产业的发展格局做出了深入研究。

2019年中国IDC市场增长放缓，整体趋于成熟

报告指出，中国IDC业务市场规模在日益增

长的客户需求带动下仍保持稳定增长。2019年，

中国IDC业务市场规模达到1562.5亿元，同比增

长27.2%，增速放缓2.6个百分点，市场规模绝对

值相比2018年增长超过300亿元。

但由于2019年一线城市不断出台能耗限制

政策，依托存量数据中心资源市场，中国IDC业

务市场规模增速仍处于放缓阶段。北京、上海、

深圳等地区政府相继出台相关数据中心能耗指标

管控政策，制约周期内新建数据中心投产规模，

再加上新兴行业客户需求尚未形成规模，而现有

行业客户需求难以扩大中国IDC业务市场规模增

速。所以整体市场逐步趋于成熟。

与此同时，报告还强调：“互联网行业客户

仍然是中国IDC业务市场规模继续增长的核心驱

动力”。在区域市场中，中国IDC业务市场已逐

渐形成以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为代表的城市

群发展格局，以此承载区域内日益增长的客户需

求，拉升IDC业务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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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三年中国IDC市场还将迎来爆发期

虽然2019年市场整体处于稳健状态，但得

益于5G、工业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

用，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纷纷加强了数据

中心的建设及网络资源业务整合力度。在很大程

度上推动了中国IDC行业客户需求的充分释放，

拉升了IDC业务市场规模的持续增长。报告强

调：“预计2019-2022年，中国IDC业务市场规

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26.9%”。

目前，IDC业务市场发展的基础设施资源保

障条件非常有利。其中202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时，明确强调要加快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3月2

日国家广电总局召开电话会议，推动全国一网整

合进程，促进5G和数据中心业务发展；2月，工

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调整互联网骨干网网间

结算政策的通知》，提出要加快推进网络资源整

合力度，促进互联网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在2020年初，由于冠状病毒疫

情爆发，出于防控需要，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大

量使用科技防疫。与此同时，基于云计算的远

程办公、远程教育、电子商务以及各类生活措施

也培育了大量新兴客户需求。这些都已经成为了

中国IDC行业客户需求规模量级增长的重要推动

力。预计2022年，中国IDC业务市场规模将超过

3200.5亿元，同比增长28.8%，进入新一轮爆发

期。

来源：中国IDC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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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经济全面提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线教育、远程办

公、在线文娱、在线医疗、电子政务需求高涨，

遭遇疫情冲击的餐饮行业也积极向科技零售靠

拢。各地依托大数据，提前布防和分类施策，助

力疫情精准防控和有序复工复产。

其背后，数字经济的力量正在彰显。当前世

界经济正经历深刻的数字化变革，从产品研发设

计、生产制造到营销管理、服务支撑等，数字化

已经渗透到产业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促进

经济从主要依靠人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向全

要素生产率驱动转变。如何将疫情冲击转化为经

济转型动力，推进我国数字经济稳健发展？记者

对此进行了采访。

数字经济在战疫中迸发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让国民经济正常运转受到较大

冲击，远程协同办公需求急剧增长。在线办公、

视频会议、电话签约等有力保证着疫情防控期间

的停工不停产。据阿里巴巴旗下智能移动办公平

台钉钉的统计，2月3日以来，超过1000万家企

业组织2亿上班族在线开工，预计有5000万学生

通过钉钉在线课堂学习。腾讯的数据也显示，2

月10日，企业微信迎来最强大一波开工、上课需

求，后台服务量上涨10余倍。

除了在线办公，在线文娱也在疫情期间井喷

式增长。据有关测算，某游戏平台仅春节一天流

水就达20亿元，《囧妈》通过视频网络平台的免

费放映大获成功，抖音等视频网络直播平台受到

更多关注和使用。因疫情加剧的线下娱乐业困境

将进一步倒逼中国电影行业及文化娱乐业发展方

式的转型。

由于疫情的影响，线下消费活动更多转移至

线上，摆脱空间限制的数字经济领域消费模式尽

展优势，诸多电商企业积极发挥平台优势，开拓

货源、优化库存，在弥合供需方面贡献力量。

这只是数字经济发力的一个缩影。以互联网

平台为主体的数字经济所具有的数字化张力使得

其在对商家实行精准帮扶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数

字经济可以利用其灵活性以及技术驱动能力，直

达商户痛点，为疫情期间开张难、经营难问题提

供解决新思路。

数据显示，美团上线的“春风行动”仅在第

一周就为超过25万商户通过流量卡、代金券等形

式提供了帮扶，获得扶持的现有商户平均营业额

增幅超过80％。而在3月9日推出的“春风行动”

升级版，通过技术、产品和资金补贴等多种方

式，在确保安心消费的前提下，促进市场消费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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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复苏，助力商户扩量增收。

“此次疫情造成的空间隔离，使得传统经济

遇到困难，但数字经济依托数据、算法、通信技

术、平台等网络资源要素即可实现运转，打破了

对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的依赖，凸显了优势和广

阔的发展前景。新冠肺炎疫情将会推动我国经济

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国家开放大学科技金融学

院副院长于小丽说。

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分析指

出，近年来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以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为代

表的新一代数字科技与实体经济日趋融合，让新

模式与新业态层出不穷，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

新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数字化引擎倒逼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

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显示，2018年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

达34.8%，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二；

2016—2018年，数字经济连续3年维持20%以上

的名义增速，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十余个百分

点，为换挡阶段的中国经济提供了重要支撑。数

字经济吸纳就业能力显著提升，2018年我国数字

经济领域就业岗位为1.91亿个，占当年总就业人

数的24.6%，同比增长11.5%，显著高于同期全

国总就业规模增速。

在大数据和智能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如

何利用大数据技术来实现疫情防控，提高复工复

产效率？“为探索大数据技术在对抗疫情与复

工方面的功用，我们第一时间自主研发出数字化

系统，包含数字化战情图、数字化产品线模块及

数字化供应链模块三大主体，实时动态关注人员

复工整体进展、趋势分析、口罩等防疫物资的库

存量等，而数字化产品线模块则能灵活掌握各项

目的人力需求情况、实际人力配置、到岗趋势分

析、项目加工件需求预测等，以数据为支撑提高

经营管理效率。”歌尔股份有限公司智能装备事

业群业务负责人李丰国介绍说。

更多企业和行业在创新中化危为机，在更

宏大的叙事中，中国经济正在探求新的升级突破

口。

专家指出，数字经济不是简单地在经济中

加入数字因素，技术的进步只是新经济业态的基

础，更为重要的是，具有开放、平等、共享等属

性的新数字经济业态将彻底改变生产和消费的面

貌，塑造新的经济格局。

事实上，疫情期间，数字经济正在迎来新的

发展风口。而从更长远的视角看，发展数字经济

将催生新业态、重塑创新链、重构产业链。让数

字经济与传统产业更好地融合，尤其是推进传统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中之

重。

“数字经济发展要适应产业转型新阶段，无

论是互联网企业还是传统企业，都要挖掘自己的

创新潜能，探索和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

能推进企业发展。正在做转型的中国制造，一定

要准备好进入数字化制造的未来世界。”李丰国

说。

3月11日，联想南方智能制造基地建设工程

正式宣布开工。基地计划在3年内建成并投产，

实现年产1500万台笔记本电脑、产值400亿元，

成为世界级的“智能工厂”，带动行业上下游产

业持续升级改造。

“长期来看，疫情消退后，线上协同办公、

远程诊疗、网络教育模式将更为成熟，各平台疫

情期间拉动的新用户规模效应不可小觑，消费者

数字经济领域消费习惯进一步巩固，将成为未来

重要消费模式。”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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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研究所数字经济研究部工程师郑安琪说。

专家指出，要紧密跟踪疫情后公众认知和

生活方式的新变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尽快形

成体系化布局。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推进智能制

造，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有效应

对国际分工调整和全球产业链日益复杂的趋势，

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联动，提升中国经济

创新力。

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布局

算力智库近日发布《新在线经济爆发、智

能制造稳步发展、无接触经济兴起：后疫情时代

数字经济三驾马车》，提出传统制造业将向智能

制造业进一步转型，医疗机器人、工业无人机、

无人物流车等服务型机器人将更大范围应用于医

疗、农业、物流等领域，并预判迈向数字化社会

的三大方向——新在线经济、智能制造经济、无

接触经济。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背后正是科技

进步的有力支撑。近年来，我国在5G、量子通

信、语音识别、超级计算机等前沿科技领域不断

取得重大突破，正在从“跟跑”向“并跑”“领

跑”转变，移动支付、共享经济、在线购物、

机器人制造等蓬勃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重大进

步。

“但同时也要看到，在关键核心技术、信息

资源共享、产业支撑能力、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

还存在一定差距和不足。对此，我们必须坚持问

题导向，不断加快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步伐，力争

在重要领域实现跨越发展，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

赢得战略主动。”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指

出。

翁杰明建议，着眼经济社会数字化智能化

升级的大局，要积极扶持相关产业发展，清理制

约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的

制度障碍，充分发挥政府相关政策引导作用，鼓

励支持全社会围绕重点领域加大投入。对领军企

业和重大项目，从财税优惠、资金补贴、人才引

入等方面强化政策支持力度，精准服务企业发展

需求。加快完善数字经济市场体系，创新监管方

式，实施包容审慎监管，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

境，充分激发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对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首次将数据列为与劳动、资本、土地、知

识、技术、管理并列的生产要素，这也为中国数

字科技发展与经济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实的政策

支撑。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现有人才储

备的不足、数字化人才的短缺，成为制约传统

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首要制约因素，国家要尽快

出台数字化人才培养指导方案，为产业发展提

供人才支持。”于小丽说，此外，还要进一步

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我国线下社

会生活、生产场景的线上化布局，鼓励数字经

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逐步建立国民经济生

产、生活场景的数字化布局，加快物流、大数

据、法治保障等相关产业和配套建设，确保数

字经济良好有序运行。

专家建议，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还要加快数

字经济制度体系建设，提升数字经济治理能力，

将数字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发挥数字经济确保

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

预期“六稳”的作用，在促进数字经济良好有序

发展中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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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市“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一览

据华为&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数字溢

出，衡量数字经济真正影响力》表明，过去三十

年中，数字技术投资每增加一美元，便可撬动

GDP增加20美元；而1美元的非技术投资仅能推

动GDP增加3美元，数字技术投资的平均回报是

非数字技术投资的6.7倍。如何缩小中美差距，关

键就在数字经济。

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陆续出台数字经济相

关政策，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各地数字经济规模

增长迅速。江西省提出把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

程”来抓；贵州省发布全国首个省级数字经济发

展规划，首提资源型、技术型、融合型和服务型

“四型”数字经济；福建省《2018年数字福建工

作要点》提出推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接下来，数据观带你一览全国各地“数字经

济”发展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数字经济

发展的意见》

总体目标：到2025年，全区数字基础设施进

一步完善，产业融合创新取得重大进展，数字化

治理能力有较大提高，数字化公共服务能力进一

步增强，数字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和

推动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发展重点：以“数字内蒙古”建设为核心，

以“数字产业化”为推动，以“产业数字化”为

主战场，以数字技术应用为重点。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

展的指导意见》

总体目标：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数字化治理”为发展主线，四川明确数字经济

发展目标——2022年全省数字经济总量超2万亿

元，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力量。

发展重点：要做大做强大数据产业，打造

“成德绵眉泸雅”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3-5

个大数据产业基地；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促

进5G产业突破发展，大力建设“天府无线通信

谷”、中国移动（成都）产业技术研究院、中国

电信云锦天府5G应用产业园、中国联通5G创新

中心等产业载体和创新平台；大力发展超高清视

频产业；巩固发展电子信息基础产业；大力发展

数字文创产业等。

《山西省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若干政

策》

总体目标：到2022年，全省数字经济创新发

展基础进一步筑实，信息产业保持高速增长，数

字经济规模突破5000亿元；到2025年，全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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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迈入快速扩展期，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政

策法规体系建立完善，全民数字素养明显提升，

数字经济规模达到8000亿元。

发展重点：明确“网、智、数、器、芯”

五大领域任务：“网”，提升网络设施能力；

“智”，推进经济社会智能化转型；“数”，培

育壮大新兴数字产业；“器”，提升电子信息产

品制造能力；“芯”，支持半导体高端核心产业

快速发展。

《山东省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意见》

总体目标：到2022年，数字经济与经济社会

各领域融合的广度、深度显著增强，重要领域数

字化转型率先完成，数字经济规模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年均提高2个百分点。

发展重点：围绕数字产业化、数字农业、智

能制造、智慧服务、培育新业态5大任务，从加

大要素供给、强化人才支撑、激发创新活力、培

育市场主体、加强资金扶持等5方面，提出了19

条具体的政策措施。其中，为激发创新活力，对

获得省级及以上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学技术

进步奖的数字技术企业，省财政一次性给予最高

500万元奖励。

《上海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总体目标：把握新一轮技术发展趋势，持

续增强新时代上海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坚定信

心、保持定力，加快提升数字经济规模和质量。

发展重点：大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吸引培育一大批成长性好、有发展潜力的优质企

业，全力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亮点。强化责任落

实，通过政策创新、体制创新，为数字经济发展

营造良好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成为上海经济发展

重要增长极。

《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7-2020

年）》

总体目标：到2020年，探索形成具有数字

经济时代鲜明特征的创新发展道路，信息技术在

三次产业中加快融合应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显

著提高，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达到

30%以上。

发展重点：发展资源型数字经济，释放数据

资源新价值；发展技术型数字经济，打造信息产

业新高地；发展融合型数字经济，激发转型升级

新动能；发展服务型数字经济，培育数字应用新

业态。

《广东省培育数字经济产业集群行动计划

（2019—2025年）》

总体目标：建成“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先导

区”，力争2022年数字经济规模达7万亿元，占

GDP比重接近55%，并为此将具体实施包括数字

湾区建设在内的七大重点工程。

发展重点：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

主线，聚焦数字政府建设，数字技术创新，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发展，产业数字化

转型以及新业态新产品培育等六大重点任务；深

入实施社会治理数字化应用示范、重大创新平台

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产业创新集

聚、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数字农业发展示范、

数字湾区建设等七大重点工程。

《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8-2025

年）》

总体目标：到2025年，全区发展形成具有

较强核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生态体系，带动实体

经济实现大幅跃升，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成为

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发展新高地和“一带一

路”数字经济开放合作重要门户。

发展重点：以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为主线，以做强中国-东盟信息港为战略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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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大力推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夯

实完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和治理体系，打造面向

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发展高地，构建形成具有广

西特色的数字经济生态体系，推动我区经济发展

由投资驱动、资源驱动向数据驱动、知识驱动转

变，为扎实推进富民兴桂事业、奋力谱写新时代

广西发展新篇章提供强有力支撑。

湖南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2025

年）》

总体目标：争取到2025年，全省数字经济

规模进入全国前10强，突破2.5万亿元，数字经

济占GDP比重达到45%，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能力

全面提升，数字治理体系初步完善，湖南成为全

国数字经济创新引领区、产业聚集区和应用先导

区。

发展重点：将实施10个重点工程，包括自主

可控计算机及信息安全产业提升工程、新型显示

器件产业壮大工程、集成电路产业成长工程、超

高清视频产业培育工程、移动互联网产业提质工

程、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物联网产业强基

工程、人工智能创新引领工程、大数据产业促进

工程、区块链集成应用工程。

《浙江省数字经济五年倍增计划》

总体目标：坚持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全面实施数字经济五年倍增计划，深入推进云上

浙江、数字强省建设。支持杭州打造全国数字经

济第一城、乌镇创建国家互联网创新发展综合试

验区。

发展重点：培育发展数字安防、新能源汽

车、绿色石化、现代纺织等一批先进制造业集

群，争创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空航天、集成

电路、新材料等产业新优势；联动推进制造强省

和网络强省建设。率先开展5G商用，推广应用城

市大脑和电子发票，加快建设移动支付之省，争

创国家数字经济示范省；设立100亿元数字经济

产业基金；重点打造100个“无人车间”“无人

工厂”，扶持100个骨干数字企业，推进100个数

字化重大项目，实施100个园区数字化改造，力

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15%以上。

《石家庄出台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

2025）》

总体目标：第一个阶段，到2022年，数字经

济快速壮大，信息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和服务水平

显著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规模壮大，信息

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惠民公共服务能力明

显提高，政务服务更加高效协同，社会治理更加

精细智能。

第二个阶段，到2025年，数字经济基础设

施全面普及，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政府数字

化转型取得明显成效，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

升，数字经济生态系统日渐成熟，数字经济综合

实力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发展重点：重点实施“1383”战略构想，

即“一条主线、三个定位、八项任务、三个园

区”。“一条主线”，就是坚持通过“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将石家庄打造

为“中国数字新城”。

“三个定位”，就是建设京津冀数字产业化

新高地、全国产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区、国家数字

化治理试验区。

“八项任务”，就是抓好建设数字经济基础

设施体系、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智慧农业建

设、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升级、提升政府治理和公

共服务数字化水平、推进新型智慧城市运行管理

体系建设、统筹数字经济发展载体布局。

“三个园区”，就是打造正定数字经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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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鹿泉区国际数字经济产业园和高新区数字产

业园。

“数字福州”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年）

总体目标：将福州打造成为数字中国建设

示范城市、数字中国建设福建样本的排头兵。到

2020年，数字经济规模突破4000亿元，年均增

长超20%，占GDP比重达45%以上，基本形成数

字基础设施泛在先进、电子政务协同高效、数字

经济融合创新、网络与信息安全自主可控的发展

格局。

发展重点：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大力

发展工业互联网、强化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支撑、

推动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建设、发展壮大大数据产

业、开展重点领域大数据创新应用、提升物联网

产业基地、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加快培育区块链

产业、发展卫星应用产业、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

转型、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深化数字经济开放合

作、实施数字经济人才集聚行动。

《 郑 州 市 加 快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实 施 方 案

（2020—2022年）》

总体目标：建设中部地区数字“第一城”，

到2022年，全市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00亿元以

上，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0%以上。

发展重点：支持将人工智能、5G等领域研究

纳入省、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引进新型显示行

业龙头企业，发展4K/8K超高清产品；推动郑州

5G试点城市建设，推进实时路况、公交等信息共

享开放。

《杭州市全面推进"三化融合"打造全国数字

经济第一城行动计划（2018-2022年）》

总体目标：建设成为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全

国数字经济理念和技术策源地、企业和人才集聚

地、数字产业化发展引领地、产业数字化变革示

范地、城市数字治理方案输出地。到2022年全市

数字经济总量达到1.2万亿元以上，数字经济领域

新增核心发明专利申请8000项以上。

发展重点：聚焦突破核心技术研发创新及应

用，推动杭州成为数字核心技术策源地；聚焦数

字产业辐射力，推动杭州成为数字产业化发展引

领地和数字经济企业聚集地；聚焦产业数字化，

推动杭州成为数字驱动产业变革示范地；聚焦数

字赋能，推动杭州成为全国数字治理方案输出

地。

2020疫后数字经济十大发展趋势发布

2月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数字治理及数字

经济研究中心（筹）、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

链塔智库、数字岛共同主办，并在数字岛平台上

启动的数字经济学术研讨（视频）会上，10余位

专家学者研判，总结了疫后数字经济十大发展趋

势：

1.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组织、跨业

务切实的数据互联互通是社会有效治理、处置重

大应急公共事件的基础，成为社会共识。预计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和“国家

大数据战略”融合实施、快速推进。

2.数字化基础设施及基础设施数字化的建设

将提速。数字基建不仅仅是数字经济的基础，甚

至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选项。

3.央行数字货币，或成为“新版四万亿”定

向刺激的选项，或将加速推出。

4.公众对于数据隐私的关注或将反弹，良好

的数字治理、切实的隐私保护决定公众对于数字

经济的信心。

5.平台的价值得到检验，平台的功能将越来

越综合。无论是政务还是企业，越来越需要一体

化、网络化综合支持平台。而平台自身将演变成

为新型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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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诞生于工业时代的“GDP”，不能适应数

字经济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经济度量

体系。

7.网格化、数字化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

础，数字治理需求得到空前释放。

8.各行业、各企业将加速数字化转型。疫情

前数字化转型是发展快或慢的问题，疫情后数字

化转型是生与死问题。

9.“机器人与人精细化的分工和合作”、

“非接触式”业务发展将迎来爆发期。零工经

济、自由职业者将成为潮流。企业劳务雇佣关系

将向互惠合作的关系转变。

10.数字消费并不会随着疫情消失而大幅降

温，随着数字技术、数字贸易、数字共同市场的

发展，数字消费更加多元化。

来源：数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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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图大数据助力精准防控

疫情汹汹时，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搜集

疫情相关的各种数据、制作1500多张疫情分布地

图、连续推送20多期“图说疫情”分析……北京

建筑大学测绘与城市空间信息学院院长杜明义教

授带领团队积极投身到科技战疫的洪流中。

疫情期间，一些平台都推出了专门制作的疫

情地图。在杜明义看来，疫情地图不仅仅是患者

人数和所在地理位置信息的简单叠加。借助空间

信息技术制作专业的疫情防控地图，用地图大数

据为精准防控提供支撑，是他和团队的初衷。

“这是我们利用截至到2月23日的数据制作

的京津冀感染风险指数图。这应该是独一份，在

其他的疫情地图产品中没有见到‘同款’的。”

杜明义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透过这张

图，可以看到当时北京、天津、唐山部分地区的

感染风险明显高于京津冀其他地区。

一张张简洁明了的疫情地图背后，凝结了大

量的数据收集处理工作。多源异构大数据的快速

获取、处理、融合、表达与协同，是杜明义团队

首先要面对的技术难题。

为制作疫情地图，杜明义团队采集的数据源

非常广泛，除了地图、遥感影像等常规空间数据

以外，还包括卫健委发布的疫情数据、微博舆情

数据、百度人口迁徙、网页文本抓取数据、共享

单车轨迹数据等多源多类型数据。

“这些数据时间和空间基准不同，可能存在

冗余的信息，我们需要通过数据清洗、集成、规

约等技术手段来进行数据处理。”团队联合负责

人蒋捷教授介绍道。

不同来源的数据在疫情地图制作中扮演着怎

样的角色？团队技术骨干曹诗颂博士举例说，百

度人口迁徙大数据反映出不同省市人口的迁入和

迁出率，将这一数据与疫情数据结合分析，可以

探索疫情空间分布和人口迁徙之间的关联，进而

辅助疫情防控决策。在分析传播风险的时候，除

了用各省市的人口迁徙数据外，还可以利用夜光

灯光数据来辅助估算实际居住的人口规模和企业

复工情况，以提升疫情风险地图的准确性。

“再比如，微博舆情反映某地医疗资源不

够，我们能够通过时空语义规则从文本信息中抽

取相关数据，判断医疗资源短缺的具体地点。”

曹诗颂认为，将统计指标进行空间化的分解和呈

现，有利于生成疫情防控的知识地图，用图说

话，清晰直观。

随着疫情的变化，疫情地图也在不断更新。

如何科学合理地设计疫情地图的监测指标也是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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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义团队需要应对的难题。在杜明义看来，从地

理学中“人—地关系”角度来理解，疫情的发展

态势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

状况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在设计疫情地图的监

测指标时，需要从多个维度来进行动态监测。此

外，宏观尺度的国家、省、市、区、县，和微观

尺度的社区和个体，各自需要监测的指标也不相

同，因而需要对不同尺度的对象设置不同的指标

体系。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并呈现

蔓延态势，部分国家疫情还比较严重。对此，杜

明义团队在每日推送的“图说疫情”分析中增设

了世界各国疫情综合分析专题。

汇总截至3月11日的数据，杜明义团队制作

了最新一组的世界各地疫情分布图。“除中国以

外，目前世界各地累计确诊病例数最多的是意大

利，其次是伊朗、韩国等国。应该严密关注境外

疫情发展动态，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以防范境

外疫情风险输入扩散。”杜明义建议。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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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病毒，AI上场“算”结构 是否“神助攻”仍需实验验证

此次AlphaFold对新冠病毒蛋白质结构的预

测，是脱离于实验之外的结构重构。预测的准确

性，尚需同行评审，以及实际临床治疗的验证。

蛋白质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结构复杂的生物

大分子，人体内几乎所有的功能如肌肉收缩、呼

吸，或将食物转化为能量等，都与蛋白质之间的

相互作用密切相关。而获得蛋白质三维结构，则

有助于科学家了解它在人体内的作用，并设计相

应的药物。

近日，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宣布，其用

AlphaFold预测了六种由新冠病毒基因编码的蛋白

质的三维结构，包括膜蛋白、非结构蛋白等，而

且已经开放下载。

获悉病毒蛋白质结构 有助于研发针对性药物

病毒由核酸和蛋白质组成，而蛋白质是由

病毒基因组编码的。病毒蛋白质有两种，一种是

结构蛋白，它们可以构成一个形态成熟的有感

染性的病毒颗粒，帮助病毒侵染细胞，例如壳体

蛋白、膜糖蛋白和存在于病毒颗粒中的酶等；另

一种是非结构蛋白，则帮助病毒在宿主细胞里复

制、基因表达，扩大在人体内的“领地”。

早在1月10日，中国公布新冠病毒全基因组

序列。但仅仅知道基因组序列，并不能充分了解

蛋白质是如何工作的。

“蛋白质的成分包括20种氨基酸，每个蛋白

质由几十到上千个氨基酸组成。部分氨基酸的线

性序列会形成螺旋或者折叠状的二级结构，并进

一步有序组合堆积成三维结构，这种三维结构决

定了蛋白质在人体内如何发挥作用。”中国药科

大学药学院教授肖易倍接受记者采访时，打了个

比方，如果说人体的病毒受体是锁，病毒的刺突

糖蛋白就是钥匙，如果这些钥匙能插进人体病毒

受体蛋白，就会侵染细胞，科学家要做的，就是

弄清楚钥匙内的三维结构是什么、钥匙和锁的关

系是什么，进而阻止钥匙去开锁，即阻止病毒侵

染细胞。

“知道了蛋白质如何发挥功能，就知道如何

有针对性地抑制病毒活性，如果发现某个蛋白是

入侵宿主细胞的关键蛋白，就可以针对这个蛋白

或者蛋白的某个区域做药物设计。”南京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导董咸池说。

预测结果即使准确 实验过程仍不可回避

在DeepMind团队看来，可根据氨基酸序列

确定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他们基于深度神经网

络，通过预测蛋白质中每对氨基酸之间的距离，

以及连接这些氨基酸的化学键之间的角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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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来构建预测模型。

“第一步是在结构生物学常用的技术上，

训练神经网络预测蛋白质中每对氨基酸之间的距

离或角度，然后不断组合这些概率，提高蛋白

质结构预测的准确度；第二步是通过梯度下降来

优化得分。他们预测的是整个蛋白质链，而不是

蛋白质结构组装之前的蛋白质‘碎片’，因此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整个预测过程的复杂性。”湖南

大学超算中心副主任、教授彭绍亮告诉记者，

AlphaFold从头开始对蛋白质的形态结构进行建

模，而没有使用已经解析的蛋白质作为模板，这

意味着需要超大的计算量。

而据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生物信息学副教授

汪小介绍，在目前国际的蛋白质数据库（PDB）

中，有大约3万种已知的蛋白质结构，利用其中

与目标序列具有相似性的蛋白质序列，可以为蛋

白质结构预测提供支持。

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之外，科学家们想要获

取蛋白质结构，目前大多从核磁共振、冷冻电镜

与X射线衍射技术中寻求答案。

“三种方法都依赖大型设施、仪器，实验手

段获得的蛋白质结构，通俗地说就是给蛋白质多

角度拍照片，然后根据海量二维照片重构三维结

构，结果客观精确，但是实验周期比较长，通常

需要几个月，实验门槛和实验成本高，实验难度

也不小。”彭绍亮说。

此次AlphaFold对新冠病毒蛋白质结构的预

测，是脱离于实验之外的结构重构。预测的准确

性，尚需同行评审，以及实际临床治疗的验证。

不过，DeepMind指出，“模型会指出结构的哪

些部分更有可能是正确的，虽然这些未被研究的

蛋白质不是当前治疗的重点，但它们可能会增加

研究人员对新冠病毒的理解”。

而对于AlphaFold的预测结果，彭绍亮认

为，如果预测结果准确，还要进行分子对接、分

子动力学模拟等很多计算分析过程，以及动物实

验、人体临床试验的验证。“计算可以不断被加

速，但实验过程是不可回避的，而最终的一切都

是以能做出临床可用的药物和疫苗为目标。”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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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历史之最！全球科技5巨头蒸发掉挪威一年的GDP

据外媒报道，随着市场继续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恐惧和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美股史上第三次

触发熔断，周四三大股指跌幅均超过9%。美国

五大科技巨头--苹果、微软、亚马逊、Alphabet

和Facebook--的市值在当日合计蒸发4166.3亿

美元，创出五家公司历史上单日市值合计减少的

记录。

因为投资者继续担心新冠肺炎的传播及其对

经济的潜在影响，苹果股价在周四下跌9.88%，

市值蒸发1196亿美元；微软下跌9.48%，市值

蒸发1110亿美元；亚马逊下跌7.98%，市值蒸发

719亿美元；Alphabet下跌8.2%，市值蒸发691

亿美元；Facebook下跌9.30%，市值蒸发约450

亿美元。上述五家公司曾是市场持续上涨的最大

贡献者之一，并在上个月推动标准普尔500指数

创出历史新高。

五大科技巨头周四减少的市值，超过了周

一。美股周一刚第二次触发熔断。当日，三大股

指周一全线大幅低开，之后跌幅迅速扩大：标准

普尔500指数不到5分钟跌7%，触发第一级熔断

机制，暂停交易15分钟。

按照美国股市的交易机制，纽约证券交易

所、纳斯达克及其他证券交易所在1987年10月份

的股灾发生以后推出了“熔断”机制，并在1989

年推出了一种后续机制。如果标准普尔500指数

在美国东部时间早上9点半到下午3：25之间下跌

7%或以上，则将触发“第一级”停盘；若该指

数下跌13%，则将触发“第二级”停盘，同样持

续15分钟；之后，如果跌幅达到20%，当日交易

将停止。

统计数据显示，自从美股有熔断机制的三十

多年来，真正触发熔断之前仅发生过一次。1997

年10月27日，道琼斯工业指数暴跌7.18%，收于

7161.15点，创下自1915年以来最大跌幅。当日

也是熔断机制在1988年引入之后第一次被触发。

因为美股周一的暴跌，五大科技公司的市值合计

减少了3216亿美元。

截至周四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2352.60点，报21200.62点，跌幅为9.99%，创

史上最大单日点数跌幅，以及1987年美股“黑

色星期一”以来史上第二大单日跌幅；标准普

尔500指数下跌272.00点，报2469.38点，跌幅

为9.9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742.47点，报

7263.65点，跌幅为9.27%。

投资者似乎最担心的是，如果经济陷入衰

退，消费者和企业会削减多少支出。对产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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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应链约束还有更多的担忧。例如，苹果在2

月17日表示，由于新冠疫情在中国的爆发，预计

该公司截至3月末的第二财季营收将无法达到此

前预期的630亿美元至670亿美元。

新冠肺炎疫情迫使一年一度的中国农历新年

假期延长。这意味着苹果在中国的零售店和富士

康运营的生产iPhone的工厂将会关闭更长时间。

在停产的同时，市场需求减少了。“我们恢复正

常状态的速度比正常更慢，”苹果警告称。

今年以来，美国五大科技公司的股价均出现

不同程度的下滑：Facebook股价累跌24.7%；

Alphabet累跌17.0%；苹果累跌15.5%；微软累

跌11.8%；亚马逊累跌9.3%。

来源：腾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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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AI 100全球榜单官方首发：中国企业正在崛起

近期，CB Insights正式发布2020年AI 100榜

单。本次榜单入围者共有来自13个国家的人工智

能初创企业，他们正共同推动着人工智能研究和

商业应用的边界，已经涵盖15个行业和跨行业应

用。

2020年AI 100由CB  Insights研究团队从近

5000家初创企业（成立不超过10年的非上市公

司）中挑选得出。具体的评定标准包括专利布

局、投融资概况、CBInsights独立开发的Mosaic

算法、市场潜力、媒体关注、合作伙伴关系、竞

争格局、团队实力和科技新颖性、最近一年取得

的公开的技术成果等多个因素。

自2017年起，CB  Insights每年都会发布AI 

100榜单，即全球100家最有前景的人工智能创业

公司，涵盖AI在超过18个行业的应用，例如物联

网、医疗健康、汽车驾驶、金融科技和网络安全

等等。这一榜单不仅仅代表着对那些有前景创业

公司的肯定，同时也揭示了AI的主要落地场景与

发展趋势。

中国AI公司正在崛起

今年榜单上，中国有6家AI初创公司入选，

分别面向企业级智能服务（追一科技、第四范

式）、自动驾驶（禾多科技）、智能制造（创新

奇智）、教育（松鼠AI）、机器人（蓝胖子机器

人）等赛道。

6家中国AI初创的成立时间分别为：松鼠AI

成立于2014年、蓝胖子机器人和第四范式2015

年、追一科技2016年、禾多科技2017年、创新

奇智2018年。

根据公开报道，在估值上，第四范式在2018

年C轮之后融资金额超10亿元，估值约12亿美

元；松鼠AI共完成3轮融资，总额达近10亿人民

币，估值超11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在这个榜

单中贡献了2家独角兽。

以这4年的入选结果来看，中国公司在AI领

域的崛起已经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在2017

年AI  100名单上，来自中国的公司还仅有4家

（碳云智能、出门问问、Rokid、优必选），这

一数字在2018年增加到了7家（今日头条、商

汤、旷视、英语流利说、出门问问、寒武纪、

优必选），2019年有6家中国公司上榜（商

汤、依图、旷视、第四范式、Momenta、地平

线）。

事实上，中国的AI公司一直是CB Insights各

大榜单上的常客，这也与国内活跃的AI投资和创

业氛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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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CB Insights此前发布的最新版《全球人

工智能投资趋势年度报告》，在刚刚过去的2019

年，全球范围内AI投融资分布中，美国占比下

降，非美国区域投融资比例上升。美国由2014年

的占比71%，逐渐下降到2019年的39%。美国

以外的比例则对应上升到61%。而2019年，美国

以外的AI投融资中心地域，中国占比13%，其次

是英国的7%、日本的5.3%和印度的4.9%，以及

其他国家。

如果这个趋势继续维持，相信在未来的AI 

100榜单中，我们将看到更多中国AI创企的身

影。

100家入选公司分别处于不同发展阶段

2020年AI 100的上榜公司分别处于不同的发

展阶段，共从600多个投资方的超300次融资中募

得逾74亿美元。

它们之中既有能够把产品商业化并扩展新市

场的资金充沛型公司，也有正在与行业重要玩家

建立业务关系的初创企业，也有技术潜力强劲但

尚未筹集外部资金的公司。

10家独角兽公司现在正专注于各种人工智能

解决方案

例如零售批发平台Faire，它正在借助机器

学习技术帮助连接本地零售商与可能在当地热

卖的商品；医学影像公司ButterflyNetwork正

在开发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辅助诊断便携式超

声设备；专注企业市场的公司DataRobot则在

提供可以帮助企业开发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工

具。

早期AI初创公司代表

榜单中的公司CasparAI、RazorLabs是典型

的早期AI初创公司代表。前者开发了一个名为

Caspar的AI系统，并与松下（Panasonic）和沃

尔夫公司（WolffCompany）等公司达成了开发

智能家居解决方案的协议；后者是一家以色列公

司，面向公司用户提供人工智能服务，如流程优

化、准确预测等。

与行业头部公司达成合作

Climacell正在与谷歌、捷蓝航空、德尔塔

航空和慕尼黑再保险等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该公司致力于气候建模。药物研发公司

Cyclica则与拜耳和默克等领先制药公司合作。

保险科技初创公司Zesty.ai则正在与大都会人寿

（MetLife）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帮助预测野火

风险。

聚焦15个细分行业，医疗、零售仓储领域尤

为活跃

2020年AI 100的上榜公司正面向15个行业提

供解决方案，包括医疗、零售和仓储以及金融和

保险等。

不少公司还提供跨行业的解决方案，如人工

智能处理器、销售和客户关系管理软件以及机器

视觉等方面的工业应用。

医疗健康投融资交易活动最为活跃

反映在2020年的AI 100榜单中，医疗健康赛

道共出现了13家公司。如正在将AI算法集成到听

诊器以监测心脏健康的Eko公司，他们已经在1月

获得了FDA的批准。与此同时，Healthy.io正在将

智能手机转变为家庭诊断套件，并将重点场景放

在尿检上。名单上的另一家医疗保健人工智能公

司是SubtleMedical，该公司正在使用人工智能强

化放射学图像的获取。

零售和仓储是第二大活跃领域

零售和仓储领域的特色初创企业包括Aifi、

StandardCognition和Grabango，三者都在竞相

为零售行业开发无现金支付服务。

交通行业中，2020年AI 100出现了包括专注

于安全公路驾驶的初创企业GhostLoc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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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路 行 业 预 测 性 维 护 的

KONUX，以及自动化调度和货

运管理的Loadsmart。

地理分布：美国数量最多

2020年AI 100榜单入选公

司共来自全球13个国家，包括

美国、加拿大、中国、瑞典、

南非和日本等。

和往年类似，美国公司依

旧占据了榜单的主导地位，这

一次，65%的上榜公司都在美

国，包括国内读者比较熟悉的

图森、H20.ai。

但同样有一些国家正在成

为新兴人工智能中心。

加拿大共有8家初创企

业入选了2020年A I   1 0 0，

其中包括量子机器学习公司

Xanadu、将AI用于电网领域的

Invenia以及神经网络优化公司

Deeplite。

英国同样有8家公司上

榜。InstaDeep曾在2019年与

谷歌DeepMind联合发表了一

篇研究论文，他们开发出一种

名为AlphaNPI的新型强化学习

算法；Snyk是另一家上榜的英

国初创公司，专注于为开发者

提供安全解决方案，并与谷歌

和TrendMicro等公司合作以帮

助检测漏洞。

2020年AI 100榜单完整名

单（归属国家按照总部所在地划

分，排名按归属行业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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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CB Insights AI 100 历届名单

2019年AI 100榜单

2018年AI 100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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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AI 100榜单

来源：CB Insights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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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企业开启云复工模式

腾讯最高峰5.1万员工同时在线办公，超过

1000万家企业组织的2亿上班族在钉钉上在线开

工，金山文档月活跃用户突破2.39亿……3月5

日，百度发布的复工搜索大数据显示，最近一周

复工相关资讯热度环比上升678%，复工已经成

为当下网民关注的绝对热点。云复工是互联网及

很多其他企业的首选复工方式，远程办公需求从

2月11日起呈现爆发式增长。

实际上，在全国企事业单位陆续复工之前，

互联网平台型和各领域龙头企业的技术部门已经

开始高速运转，扩容了视频会议、在线文档等网

络办公应用，助力云复工顺利进行。

应用开发从未停工

从2月3日开始，互联网企业普遍采取灵活方

式复工，除了需要在岗值班的员工去公司外，其

余员工均远程办公。更有一些互联网企业的员工

放弃了春节假期，一方面为抗疫救援服务，另一

方面为本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复工早做准备。

从2月10日开始，腾讯近6万员工全部实现

“云端”复工，最高峰5.1万员工同时在线办公。

为了确保本企业在线办公的畅通无阻，应对来自

外部返工复学的暴增需求，从1月25日大年初一

开始，腾讯企业IT部就成立了紧急项目组，进行

服务器扩容、流量压力测试。据了解，腾讯规定

员工每天需在小程序上更新状态，确保公司能收

集到每个人的健康信息和行程安排。若符合隔离

条件，在隔离期内员工门禁权限联动关闭，直到

隔离期结束才能开启。

今年春节期间，百度公司有上千名员工一直

在忙碌。1月23日，武汉封城当天，百度地图开

始实时更新出行提示，热力图可查公共场所人流

密集度。此后至今，百度地图几乎每天迭代一个

版本，24小时不间断地开发、测试、上线，用大

数据为政府、研究机构及公众提供了疫情防控的

重要信息。

近日，随着线下复工的开始，百度打造的

企业AI入场解决方案，已在百度内部部署使用，

并向更多企业开放。作为目前业界首个完整的企

业入场解决方案，其可以对远距离戴口罩的人脸

识别时，同步完成测温、身份识别及后台校验，

整个过程只需短短几秒，而且无需接触、无需停

留，可避免复杂检测流程导致的入场人群聚集。

京东集团凭借着供应链和物流优势，截至2

月28日，通过全国各地救援物资特别通道，累计

承运了约5000万件、总重量超过1.5万吨的医疗

应急物资。1月20日至2月28日，京东累计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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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米面杂粮及生鲜产品2.2亿件，总重量超29

万吨，在疫情防控和春节假期叠加之际，为保障

民生物资的供给作出了贡献。

“无接触”助安全复工

互联网企业通过提供视频、协同等在线办

公应用，推进企业开展远程办公和健康管理；通

过搭建平台和提供技术，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便

利条件；通过外卖、住宿等领域线上和线下的联

动，共同守护线下复工者的安全。

从1月24日起，腾讯会议系统面向所有用户

免费开放300人不限时的会议功能并提供7×24

小时服务。腾讯云还推出了包括企业微信、腾讯

乐享等在内的企业云办公“全家桶”，帮助企业

员工解决信息同步难题，实现高效办公。为应对

快速增加的用户需求，金山文档迅速进行服务扩

容，单个表单可支持100万人次填写，同时在线

编辑人数提升至365人。

截至3月2日，金山文档为2.39亿月活用户提

供多人在线协作办公服务。

针对复工后企事业单位在线办公及实时统计

上报员工身体健康信息等需求，腾讯开发的复工

管理小程序能够将企业微信无缝集成，为政府、

企业、员工提供通知下发、即时上报、即时汇

总、即时分析等全方位复工管控功能。2月8日上

线的钉钉企业复工平台，打通了员工健康打卡和

企业复工申请，能够帮助企业管理者一站式完成

每日收集员工健康情况和复工申请工作。2月18

日，已有百万家企业使用钉钉“无接触考勤”功

能，守护员工健康，保障安全生产。

京东企业业务打造的“京东慧采SaaS专属采

购平台”于2月10日正式上线，向全国企业客户

免费开放。该平台针对企业复工物资采购难及数

字化能力不足等问题，可在2小时内线上部署，

支持采购寻源、在线协议、电子发票、自动对账

等功能，帮助企业实现“无接触采购”。统计数

据显示，2月以来，每天有超过3万人在淘宝开新

店，淘宝直播“云复工”已经有4000家工厂、

500个楼盘加入。

从2月26日开始，美团平台的商家可通过美

团快驴“无接触进货”、美团收银“无接触点

餐”、美团外卖“无接触安心送”，实现从餐品

制作到交付用户全程无接触，让商家安心复工、

用户放心消费。此前，美团已开展“放心工作餐

直供”行动，提供从餐厅后厨直达办公楼的订餐

服务，全流程实现无接触配送。

随着“全面复工潮”的到来，住宿业也迎来

首批商旅用户的酒店需求。针对多地对返程人员

的“隔离期”要求，携程“健康守护联盟”覆盖

全星级酒店，提供连住的房费优惠。3月5日，携

程又上线了“预约未来旅行”预售产品矩阵，并

提供“安心退”服务。消费者可以以优惠价格购

买旅游产品，在疫情后预约使用，过期还可以免

费退款。携程以这种方式帮助产业链上的合作伙

伴提前回流现金，度过疫情最艰难的一段时间。

科技已经成为抗“疫”利器，云办公是当前

复工复产的重要途径，也为未来办公模式带来新

的参考。与此同时，随着线下复工复产的增多，

互联网企业打造的AI入场等解决方案，不仅在

“零接触”的现阶段，在今后的车站、机场等多

场景应用中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来源：人民邮电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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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构成全球大流行意味着什么？

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席卷全球的

冠状病毒引发的病毒性肺炎是一种大流行病。目

前为止，在全球114个国家/地区中，有118000

多例由病毒引起的疾病COVID-19。世卫组织表

示，大流行是“新疾病的全球传播”。对于达到

大流行水平与否当下没有严格的标准，也没有触

发该定义的病例或死亡阈值。

此前1月30日，世卫组织于将新型冠状病毒

列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没有将疫情定义

为大流行。因为世卫担心会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不

必要的恐慌，尽管他们一直在警告各国为大流行

做好准备。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2月底的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现在使用大流行一词并不符合事

实，但肯定会引起恐慌。我们看到的是世界各地

的流行病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的国家。”

也就是说“大流行”特征所指的不是疾病的

严重性，而是疾病传播的广泛程度。那么全球大

流行意味着什么？

全球性大流行病是什么？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全球性大流行

病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人传人的新疾

病”。

美国乔治城大学全球卫生法教授劳伦斯·戈

斯丁表示，通常情况下，当疫情在某个特定国家

或特定地区变得相当普遍时，它会变成一种流行

病（Epidemic）；而随着其在世界许多地方、

许多大陆广泛传播时，就变成了全球性大流行病

（Pandemic）。

此外，全球性大流行病还具有能够进行持续

传播的感染路径——虽然中国的感染人数得到了

遏制，但其他国家相继出现聚集性感染，且越来

越多地被证明与中国没有明确的联系。

世界卫生组织上一次宣布全球性大流行病

（Pandemic）是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暴发

时。2009年6月11日，时任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

富珍宣布，根据现有证据以及专家们对证据的评

估，甲型H1N1病毒的传播情况已经达到为流感

大流行设定的科学标准。

“全球性大流行病”意味着什么？

新冠肺炎演变成“全球性大流行病”，不仅

意味着疫情严重程度的升级，也意味着抗“疫”

难度的升级。

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詹

妮弗·努佐表示，当疫情蔓延到全球时，世界

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必须在比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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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c）时期更大的地理范围上分配资源，

这将使全球性大流行病（Pandemic）情况下的防

控工作更加难以调控。

“对付这种病原体的方法也可能发生变化。

如果病例无处不在，当局可能会停止阻止它进入

另一个国家，而是集中精力治疗疾病本身，减缓

病原体的传播，保护弱势群体。”詹妮弗.努佐说

道。

虽然在新冠肺炎成为全球性大流行病的当

下，世界卫生组织还未发布正式的官方防控指导

文件。但此前，出于对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

流行的经验教训和总结，世卫组织曾于2017年发

布过“流感大流行风险管理指南”。

根据该指南，在全球性大流行病的任何时间

点，可能有一个或多个成员国正在应对国家级的

流行，而其他成员国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都不会受

到影响。因此，鼓励每个成员国建立自己的风险

评估，以确定国家和地方各级采取行动的时间、

规模、重点、强度和紧急性，同时考虑全球风险

评估的结果。

“国家行动应从全球阶段里分离出来，全球

风险评估并不能代表个别成员国的情况。”

同时，该指南还呼吁成员国在流感大流行防

范框架（PIP）下的国际责任感，为流感大流行

利益共享系统（GISRS）作出贡献，包括与相关

的公私机构、组织和实体进行合作。

“各国基于国家和地方风险评估、资源和需

求，评估是否需要国际援助来满足人道主义的需

要。或者考虑向正在经历大流行性流感爆发的国

家提供资源和技术援助。”

考虑到新型冠状病毒和流感病毒的差异，这

份指南并不一定准确适用。但其中的理念是一以

贯之的：在应对“全球性流行病”时，不仅需要

各国因地制宜开展防控工作，更需要国家间的精

诚合作。

我现在应该更担心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吗？

将2019冠状病毒疫情称为全球流行病并不意

味着它已经变得更加致命，这表明它已在全球蔓

延。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谭德塞今天表示，定义为

“大流行”不会改变世卫组织对该病毒构成的威

胁的评估：“它不会改变世卫组织的工作，也不

会改变国家应做的努力”。

谭德塞还呼吁世界不要只关注“流行病”一

词，而应关注五大关键领域：预防、准备、公共

卫生、政治领导力和人民。

他还指出，各国仍然可以改变这一大流行的

进程，而且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可以得到实际控

制的大流行病。

各国应该怎么做？

世卫组织再次呼吁各国发现、测试、治疗、

隔离、追踪和动员其公民，以确保只有少数人被

感染能够防止疾病在整个社区中广泛传播。

尽管已有114个国家报告了11万8000例病

例，但90%以上的病例集中在四个国家：中

国、意大利、韩国和伊朗。81个国家尚未报告

任何病例，57国家仅报告了10个或更少的病

例。

但是，仍然令人担忧的问题是，许多国家的

行动速度不够快，或者没有采取“迅速而积极”

的行动。

世卫组织一直在倡导政府动员所有部门全

力投入来应对危机，因为该疫情不仅影响卫生部

门，而是各个部门。

谭德塞表示，即使是出现社区传播的国家，

或是人口众多的国家，也可以扭转大流行的趋

势，一些国家已经证明可以该病毒可以得到抑制

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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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怎么办？

尽管对疫情暴发感到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

世卫组织强调，如果您不在疫情传播的地区，或

者没有到病毒传播的地区旅行，或者没有接触过

被感染者，则感染的风险很低。

尽管如此，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保护自己和

他人。每个人都应经常洗手；与任何咳嗽或打喷

嚏的人保持至少一米的距离，并在问候时避免身

体接触；避免触摸眼睛、鼻子和嘴巴；咳嗽或打

喷嚏时，用肘部或一次性纸巾遮盖口鼻。如果感

觉不适，请待在家里并寻求当地医疗护理。

有证据表明，60岁及以上老年人以及具有

基础疾病的人处于较高的风险中，例如心血管疾

病、糖尿病、慢性呼吸道疾病和癌症。建议这些

人采取进一步措施，包括确保所有访客洗手、定

期清洁和消毒家庭地面以及制定计划以防疫情暴

发。

在哪里可以获得可靠的信息？

获得可靠信息的最佳途径是世卫组织网站。

此外，您还可以查看所在地区的市政官方网站，

其中可能包含特定的健康信息以及有关您社区的

新闻，例如旅行指南和疫情热点。

世卫组织警告说，网上流传着许多不实信

息和骗局。因此，该组织网站上开辟了一个“辟

谣”专区（myth-buster）。

来源：数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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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 科技“助攻”

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各地企业纷纷按下开

关键，跑出转型发展的加速度。远程办公风靡、

佩戴口罩“刷脸”、智能制造上线……借助新技

术的发展，一系列创新应用为复工复产提供有力

支撑。

“云端”办公渐入佳境

最近这段时间，在上海一家游戏公司做“码

农”的齐思明一直在家里“敲键盘”。“春节后

我还没去过公司，但其实已经在家复工快一个月

了。”齐思明和同事每天通过云协作平台进行沟

通，维护游戏的正常运行。

因疫情防控需要，“云复工”模式成为当下

很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企业的普遍做法。为加快

推进复工复产，各地均鼓励企业采取线上办公、

弹性办公、网络办公等新模式。

“云复工”需要云端信息化技术应用的配套

支持。为此，不少互联网公司免费开放远程协作

办公服务，推出了包括健康报备、内容协作、文

件共享在内的新功能，进一步优化了企业复工后

的数字化办公环境。

其中，腾讯云推出“云办公全家桶”，利用

企业微信、腾讯会议、腾讯文档等平台，帮助企

业实现即时通讯与办公，提高远程协同的工作效

率，全面准确掌握员工健康情况。

与此同时，各大运营商也纷纷免费开放云

服务，帮助企业加速复工：中国移动为一些地方

政府安装云视讯远程视频会议系统，将不同地区

的企业代表汇集在“云端”进行招商合作；中国

电信和中国联通也面向社会，免费开放云视频会

议。

业内人士认为，经历此次疫情的考验之后，

远程办公等新模式有望进入上升期。根据第一财

经联合钉钉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在线办公市场

规模近年来保持稳步增长。2012年市场规模为

53.7亿元，2017年达到194.4亿元，今年受疫情影

响导致需求爆发，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00亿元。

AI 大数据保驾护航

“云复工”解决了企业员工无法到岗的问

题，但对于很多企业而言，复工复产需要更多人

员回到办公桌和生产线上。复工复产后守住防疫

底线，成为企业的头等大事。在此过程中，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加快落地，为复工复产保

驾护航。

员工佩戴口罩能否登记打卡？在人工智能的

协助下，这样的需求不难实现。依靠更加精细的

捕捉和精准算法，百度、京东数科、腾讯等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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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公司对面部识别技术进行了模型优化与体

验升级，增强精准性。

据介绍，京东数科在算法层面引入注意力机

制，加大鼻部以上特征的识别权重，合成各类口

罩模板模拟佩戴等，口罩场景下人脸检测算法准

确率超过99.87%。机器还能有效检测和识别出

规范佩戴口罩、不规范戴口罩、未佩戴口罩3类

情况。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帮助企业完

善防疫管理方案。“通过人工智能系统，我们可

以实时监测人员聚集情况、食堂排队状况，发现

防疫的薄弱环节，最大程度减少疫情风险。”一

位北京中小企业负责人说。

大数据平台的搭建，则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

了精准到人的管理能力。

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健康码成为出入社区

和办公楼的“有效证件”。只需填报一次个人健

康状况，即可利用健康码进出不同地点，无需反

复填报信息，防控部门也能借此快速掌握疫情大

数据。

山东省大数据局局长马越男近日在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在复工复产方面，大数据可通过监

测货车流量、网上办公流量、企业用电流量等数

据，综合分析各地区各行业复工复产情况，为各

级各部门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提供参考，助力数

字经济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总

经理吴曼青表示，大数据技术支持复工复产的各

项工作，主要体现在支持复工复产目前态势、人

员流动情况、物资供需对接、用工对接以及运输

调度等方面。他说，复工复产的换挡加速，核心

是要知道风险在哪里，做到心中有“数”。

智慧生产助力转型

新冠肺炎疫情给企业生产经营，尤其是劳

动密集、自动化程度低的传统企业复工复产带来

挑战，但也使得率先完成智能化、数字化改造的

企业凸显优势、“满血”复工。在复工复产过程

中，制造业、物流业等行业依靠工业互联网、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逐步恢复产能，并推进

智慧工厂、智能物流等新模式的发展。

在位于重庆的长安汽车渝北工厂总装车间

内，生产线上的几百台机器人挥舞着手臂，将零

部件逐一组建成型。这间“智慧工厂”自动化率

达90%以上，比传统汽车制造工厂减少操作工人

56%。同时，工厂内的工业物联网平台每天可采

集制造数据5000万条，对设备运行情况实时监控

并预警。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要求推动制

造企业与信息技术企业合作，深化工业互联网、工

业软件、人工智能、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应

用，推广协同研发、无人生产、远程运营、在线服

务等新模式新业态，加快恢复制造业产能。

中国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联盟近

日发布倡议提出，制造业企业要充分认识智能

制造在降低人工依赖，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

量，优化产业链、供应链配置水平等方面的优

势；要把功夫放在平时，把技术、能力的积累

体现在日常，应用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

个性化定制、服务化转型等手段，开展数字化

车间、智能工厂的建设以及人工智能、5G、数

字孪生等新技术的场景化应用，加快企业的智

能化转型。

专家指出，在复工复产过程中，科技创新

正在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要以更大力

度支持和鼓励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更大范围内的应

用，加快产业转型步伐，为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赋能。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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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抗疫：人工智能国家试验区显身手

从病毒分析、疫苗开发、药物研发，到诊断

辅助、智能测温、AI消毒……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AI技术前所未有地被应用其中。值

得一提的是，有不少“黑科技”出自国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就在3月9日，科技部发函支持重庆、成都、

西安、济南四地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

展试验区。加上此前批复的北京、上海、天津、

深圳、杭州、合肥和德清，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上升为11

个。

“2019年，科技部启动试验区建设工作，各

地政府专门出台支持试验区发展的政策措施，在

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方面迈出新

步伐。”10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

员会专家、上海大学教授李仁涵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近期，各试验区在推进疫情智能化

防控方面发挥了重要示范作用。

李仁涵表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合

肥等城市充分发挥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企业的作用，动员产学研各方力量主动服务疫情

防控一线。天津市在发布的防疫应急科技项目指

南中重点支持基于人工智能的医学影像辅助诊断

技术研究等方向。

人工智能辅助快速测体温

测体温、戴口罩，已成为不少人外出的自

觉行为。但在人流密集区，逐个测体温难免排长

队，会带来交叉感染的隐患。

这不，无微不至的人工智能出手了：北京

市政府利用百度研发的“口罩人脸检测及分类技

术”，在清河火车站、北京南站等人流密集地

区，实现了体温异常、未按规定佩戴口罩等违规

人员的精准识别。海淀区政府利用旷视科技研发

的AI测温系统和Brain 人工智能平台在海淀政务

大厅和海淀区部分地铁站展开无接触测温应用，

实现疑似患者精准快速筛查。

依图科技的无接触测温技术，通过热成像测

温，可对人员进行非接触的实时测温和预警，精

确度在温度±0.3℃内，符合新型冠状病毒病理要

求。同时，依图人脸检测技术可在被检测者戴口

罩的情况下进行人脸检测，该技术已用于上海市

居民社区、商贸中心等封闭式管理重点区域。

助力药物研发和检测诊断

人工智能加持抗病毒药物和检测试剂研发，

不仅在筛选药物方面大显身手，还能“妙算”新

冠病毒的进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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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联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基础医

学院等，于2月3日宣布筛选出5种可能对新型冠

状病毒有效的抗病毒药物，供研究机构和制药企

业在药物研发中参考。

上海深兰科技根据新冠病毒全序列基因组，

研究病毒的变异位点，为针对病毒的靶位药物研

发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持。当前已完成细胞自动机

模型的建立，进行了256种规则的变换统计，分

析出新型冠状病毒S蛋白及N蛋白序列与原SARS

相应蛋白序列人传人的变异位点，借助AI算力预

测新型冠状病毒今后的进化特点和方向，为防范

病毒下一步变异提供依据，为精准靶位药物筛选

提供数据支持。

AI无接触更安心

有温度的AI产品比比皆是。前段时间网友

们秀出电梯花式按钮方法，纸巾、笔帽齐上阵。

现在不用麻烦了，借助语音识别算法和自动控制

技术，“小度无接触式电梯服务”实现了语音呼

叫电梯按键，从而减少电梯接触式病毒传播的风

险。

智能机器人不仅为医院感染病房送餐，还

能保障医院安全诊疗。上海交大研发的AI机器

人“小白”协助武汉医护人员开展工作，可用

于疑似病例会诊与远程查房。钛米科技开发的

智能消毒机器人，能识别环境内的物品进行自

主避障；配备消毒管理软件，自动根据空间面

积计算消毒时间，并自主围绕目标进行360度

无死角消毒。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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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云网：AI体温精准筛查系统助力基层防疫

大厅左侧，由三脚架支撑的黑体及热像仪设

备正安静伫立，在它们前方，往来人员无需通过

与工作人员接触来检测体温即可快速通过，而一

旁的笔记本电脑系统软件在他们经过时就已经录

入了对应人

员的实时体

温，并继续

显示着对其

他人员的识

别和跟踪，

在这里，体

温监测工作

正在有条不

紊地推进。

这是3月10日，记者在贵阳市白云区沙文镇政府

办公楼看到的场景。

据了解，这套由黑体+红外热成像双光摄像

头+人体测温快速筛查系统软件组成的AI体温

精准筛查系统，是由贵州航天云网科技有限公

司基于INDICS工业互联网平台研发而成，通过

采用热成像技术、人脸识别物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实现非接触快速体

温筛查、高精度检测、智能报警、数据追溯，

并降低交叉感染风险，旨在助力各级政府部

门、大中小企业落实重点场所体温检测排查、

预警及追踪措施的落实，有效提升疫情防控效

率和防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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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企业复工复产引起人员大量流动，从

而为疫情防控体温筛查工作带来不小考验的背景

下，这项应用的启用可谓适逢其时。沙文镇党委

副书记窦同苏告诉记者：“在疫情初期，手持体

温枪非常紧缺，且检测结果难免存在误差，为我

们的防控工作带来很大不便。同时大量基层人员

都工作在一线，其自我防护也不容忽视。”

传统的体温枪测温，不仅测量精度不高、误

差大，且核查效率不高，存在人传人风险。而在

抗击疫情这场阻击战中，从摸排人员往来情况，

到上门进行健康监测，从做好公共场所清洁消

毒，到挨家挨户宣传防疫知识，都离不开广大基

层工作者的坚守奋战及全力投入。

通过部署AI体温精准筛查系统，大大助力了

沙文镇基层人员的自我防护，并有力保障了联防

联控措施的有效落实。此外，据沙文镇挂职党委

副书记王奂祎介绍，沙文镇正在按照区委、区政

府的要求，坚持疫情防控不松劲，积极服务辖区

内企业复工复产，组织企业申报上级政策扶持，

同时指导各村做好春耕春种工作，为农业生产保

驾护航，切实做到疫情防控不务农时。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不少贵州企业在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勇担社会责任，成为了贵州

大数据为疫情贡献的“硬核”力量。作为国家大

数据综合实验区首批核心业态大数据企业，贵州

航天云网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其专业和创新力量，

在配合政府参与公共卫生事件及时响应和应急处

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先后入选强化疫情防控

灵活复工复产优惠云服务应用推荐名录、贵州

省助力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新型云服务目录及国家

工信部第一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

单。

据了解，AI体温精准筛查系统针对机场、车

站、学校、门店等人流量密集、需要远距离大范

围监控的公共场所，可实现快速无接触测温；针

对工厂、写字楼、企业等人流量相对固定的重点

出入口，可实现人脸识别测温。疫情结束后，这

套系统还将在企业管理方面继续发挥作用，如人

员考勤、园区摄像头、外来人员防备等，以供企

业循环使用并不断升级，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管

理。

来源：数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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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宣！2020“数博发布”之领先科技成果面向全球征集

2020年3月6日，数博会组委会发布《关于

征集2020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博发

布”之领先科技成果的通知》，为展现全球大数

据领域最新领先科技成果，呈现大数据影响力和

创新力，彰显大数据领域从业者的智慧和贡献，

搭建世界级的创新交流展示平台，2020中国国际

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举办大数据领先科技成果发

布系列活动，特面向全球征集大数据领域领先科

技成果。

数博会作为大数据领域技术创新成果的展

示平台，领先科技成果发布会一直都是“重头

戏”，旨在评选出全球大数据领域领先的科技成

果，搭建世界级的大数据创新交流展示平台。

2017年，数博会发布了以“十大黑科技”为

代表的一批新技术，聚焦大数据产业发展与技术

前沿。

2018年，数博会打造出“数博发布”特色品

牌，发布11项黑科技、10项新技术、20项新产

品、10项新商业模式等51项领先科技成果。

2019年，数博会“领先科技成果奖”正式获

得国家奖励办认可，列入国家奖励办社会科技奖

励目录（奖励编号0298），升格为国家认可并备

案在册的专业性、规范化评选奖励，是目前国内

唯一的大数据领域社会科技奖励。

历年数博发布领先科技成果名单

2019数博会发布“十大黑科技”

360安全大脑

ModelArts一站式AI开发平台

神鸮

京东智能客服

搜狗AI合成主播

讯飞翻译机2.0

液冷系统研究及应用

智慧数

聆声智能声音前端处理技术

明智系统

2018数博会发布“11项黑科技”

AI智能平台新型图计算技术

基于大数据的通讯信息诈骗防范打击技术研

究与应用

智能助老服务机器人软硬件核心技术

智联万物的AI虚拟助理

AI金融安全大数据平台

天眼新一代威胁感知系统（临检版）

DriveConstellation

SM2和SM9数字签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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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微粒计算机

大数据基因预测未来的疾病

“人像大数据”识别系统

2017数博会发布“十大黑科技”

小i机器人的情感机器人

柔宇科技-柔性显示屏

中国光量子计算机

中兴通讯黑盒化物联终端

海尔Driverless无人操控节能中央空调

蜂能智能用电网络平台

海云数据唇语识别技术

360会思考的防火墙——智慧防火墙

志阳科技柔性手机

京东黑科技之3D商品展示

通知全文如下：

关于征集2020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数博发布”之领先科技成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个人：

为展现全球大数据领域最新领先科技成果，

呈现大数据影响力和创新力，彰显大数据领域从

业者的智慧和贡献，搭建世界级的创新交流展示

平台，2020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举办大

数据领先科技成果发布系列活动，特面向全球征

集大数据领域领先科技成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活动简介

（一）时间：2020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召开期间。

（二）地点：数博发布专业发布厅。

（三）内容：面向全球征集大数据相关领先

科技成果，遵循公平、公正、客观、权威的原则

评选出领先科技成果在数博发布专业发布厅现场

发布并颁发证书、收录数博发布会刊，在数博会

官网等媒体进行宣传。

（四）参加人员：相关领域权威专家、政企

嘉宾、领先科技成果拥有者、受邀主流媒体等约

500人。

二、征集范围

（一）征集对象：全球范围内的企业、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行业组织及个人。

（二）征集内容：“数博发布”之领先科技

成果，围绕2020数博会年度主题“数据价值化治

理现代化”，征集以下四类项目：

1.黑科技：指新技术、新产品及其演变产生

让人们出乎意料、超乎想象甚至魔幻般的创新科

技体验（不受理单独申报，从以下2、3、4类项

目中择优产生）。

2.新产品：指大数据领域中产出且用于经营

的具有先进性和创新性的产品，包含但不限于硬

件、工具、设备、设施、软件等用以满足用户需

求的有形或无形的载体。

3.新技术：指大数据领域中涉及数据采集、

存储、处理和应用等方面的具有先进性和创新性

的技术成果。

4.商业模式：指贯穿大数据领域资源开发、

研发模式、制造方式、营销体系、市场流通等各

个环节的商业企划、策略、流程、组织结构、实

施模式和解决方案。

当前我国处于“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时期，

涌现出一批运用大数据相关技术在“新冠肺炎”

预防、控制、治疗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科技成

果，数博会领先科技成果奖将设置单独版块进行

发布。

三、征集方式

（一）申报渠道

项目征集采取专业机构推荐和申报单位（个

人）自荐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线上申报系统提交

成果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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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系统网址：http：//award. isc.org.

cn“领先科技成果申报管理系统”入口。

（二）需提交材料

注册申报系统后，登录并下载填报《2020数

博会领先科技成果项目评选申报书》，详见“填

写说明”和申报系统页面提示。

除基本信息外，申报者应提供如下材料（包

含但不限于）：

1.成果介绍。

2.自主知识产权等相关佐证材料。

3.第三方鉴定报告、科技查新报告、媒体报

道等真实性、先进性相关佐证材料。

4.该成果取得或预期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相关佐证材料。

（三）截止时间

以数博会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截

止时间为准。

（四）联系方式

数博发布组

联系电话：0851-88563790

电子邮箱：cgfb@bigdata-expo.cn

数博会官网：http：//www.bigdata-expo.

cn/

数博会官方公众号：

评审委员会秘书处

联系人：朱玥

咨询电话：010-66036758  13611071688

（微信同号）

电子邮箱：award2018@isc.org.cn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组委会

2020年3月5日

来源：数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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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印发《工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南（试行）》

关于印发《工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南（试行）》的通知

工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南（试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工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南（试行）》，《指南》适用于工业和信息化主管

部门、工业企业、平台企业等开展工业数据分类分级工作。其所指工业数据是工业领域产品和服务全生

命周期产生和应用的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工业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运维服务等环节

中生成和使用的数据，以及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在设备接入、平台运行、工业APP应用等过程中生成和

使用的数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中央企业：

现将《工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南（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2020年2月27日

第一章 总则

第 一 条   为贯彻《促进

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大数

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有关要求，更好推动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

型》（GB/T36073-2018）贯

标和《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

防护指南》落实，指导企业提

升工业数据管理能力，促进工

业数据的使用、流动与共享，

释放数据潜在价值，赋能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指南。

第二条  本指南所指工业

数据是工业领域产品和服务全

生命周期产生和应用的数据，

包括但不限于工业企业在研发

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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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服务等环节中生成和使用

的数据，以及工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以下简称平台企业）在

设备接入、平台运行、工业

APP应用等过程中生成和使用

的数据。

第三条  本指南适用于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工业企

业、平台企业等开展工业数据

分类分级工作。涉及国家秘密

信息的工业数据，应遵守保密

法律法规的规定，不适用本指

南。

第四条  工业数据分类分

级以提升企业数据管理能力为

目标，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和结果导向相结合，企业主

体、行业指导和属地监管相结

合，分类标识、逐类定级和分

级管理相结合。

第二章 数据分类

第 五 条   工业企业结合

生产制造模式、平台企业结合

服务运营模式，分析梳理业务

流程和系统设备，考虑行业要

求、业务规模、数据复杂程度

等实际情况，对工业数据进行

分类梳理和标识，形成企业工

业数据分类清单。

第 六 条   工业企业工业

数据分类维度包括但不限于研

发数据域（研发设计数据、开

发测试数据等）、生产数据域

（控制信息、工况状态、工

艺参数、系统日志等）、运维

数据域（物流数据、产品售

后服务数据等）、管理数据域

（系统设备资产信息、客户与

产品信息、产品供应链数据、

业务统计数据等）、外部数据

域（与其他主体共享的数据

等）。

第七条  平台企业工业数

据分类维度包括但不限于平台

运营数据域（物联采集数据、

知识库模型库数据、研发数据

等）和企业管理数据域（客户

数据、业务合作数据、人事财

务数据等）。

第三章 数据分级

第 八 条   根据不同类别

工业数据遭篡改、破坏、泄露

或非法利用后，可能对工业生

产、经济效益等带来的潜在影

响，将工业数据分为一级、二

级、三级等3个级别。

第 九 条   潜在影响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的数据为三级数

据：

（一）易引发特别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或突发环境事件，

或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特别巨

大；

（二）对国民经济、行业

发展、公众利益、社会秩序乃

至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第 十 条   潜在影响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的数据为二级数

据：

（一）易引发较大或重

大生产安全事故或突发环境事

件，给企业造成较大负面影

响，或直接经济损失较大；

（二）引发的级联效应明

显，影响范围涉及多个行业、

区域或者行业内多个企业，或

影响持续时间长，或可导致大

量供应商、客户资源被非法获

取或大量个人信息泄露；

（三）恢复工业数据或消

除负面影响所需付出的代价较

大。

第十一条  潜在影响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的数据为一级数

据：

（一）对工业控制系统及

设备、工业互联网平台等的正

常生产运行影响较小；

（二）给企业造成负面

影响较小，或直接经济损失较

小；

（三）受影响的用户和企

业数量较少、生产生活区域范

围较小、持续时间较短；

（四）恢复工业数据或消

除负面影响所需付出的代价较

小。

第四章 分级管理

第十二条  工业和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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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负责制定工业数据分类分级

制度规范，指导、协调开展工

业数据分类分级工作。各地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指导

和推动辖区内工业数据分类分

级工作。有关行业、领域主管

部门可参考本指南，指导和推

动本行业、本领域工业数据分

类分级工作。

第十三条  工业企业、平

台企业等企业承担工业数据管

理的主体责任，要建立健全相

关管理制度，实施工业数据分

类分级管理并开展年度复查，

并在企业系统、业务等发生重

大变更时应及时更新分类分级

结果。有条件的企业可结合实

际设立数据管理机构，配备专

职人员。

第 十 四 条   企业应按照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

指南》等要求，结合工业数据

分级情况，做好防护工作。

企业针对三级数据采取

的防护措施，应能抵御来自国

家级敌对组织的大规模恶意攻

击；针对二级数据采取的防护

措施，应能抵御大规模、较强

恶意攻击；针对一级数据采取

的防护措施，应能抵御一般恶

意攻击。

第十五条  鼓励企业在做

好数据管理的前提下适当共享

一、二级数据，充分释放工业

数据的潜在价值。二级数据只

对确需获取该级数据的授权机

构及相关人员开放。三级数据

原则上不共享，确需共享的应

严格控制知悉范围。

第 十 六 条   工业数据遭

篡改、破坏、泄露或非法利用

时，企业应根据事先制定的应

急预案立即进行应急处置。涉

及三级数据时，还应将事件及

时上报数据所在地的省级工业

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并于应急

工作结束后30日内补充上报事

件处置情况。

来源：工信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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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指引》

民政部办公厅 中央网信办秘书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指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卫生

健康委，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卫生健康

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卫生健康

委：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切实发挥信息化助力社区防控工作的积极作用，坚决守住社区防控这道疫情防控的有效

防线，我们编制了《社区防控工作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指引》（第一版，以下简称《指引》），同时根据

《指引》有关要求，指导相关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推荐部分社区防控信息化产品（服务），各地可结合

本地社区防控工作实际自愿选择使用（具体清单另行发布）。

各地应用《指引》的有关情况和案例，请及时报民政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

附件：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指引（第一版）

民政部办公厅

中央网信办秘书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2020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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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指引（第一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促进社区防控工作与现代信息

技术深度融合，强化外防输

入、内防扩散的技术支撑，提

高社区防控的信息化、智能化

水平，发挥社区防控在疫情防

控中的阻击作用，现就社区防

控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提供如下

指引：

一、建设和应用目标

按照疫情防控总体部署

和社区防控工作要求，坚持适

用性、便捷性、安全性和前瞻

性相统一，发挥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优

势，依托各类现有信息平台特

别是社区信息平台，开发适用

于社区防控工作全流程和各环

节的功能应用，有效支撑社区

疫情监测、信息报送、宣传教

育、环境整治、困难帮扶等防

控任务，统筹发挥城乡社区组

织、社区工作者的动员优势和

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的技术优

势，有效支撑省、市、县、乡

四级数据联通，构筑起人防、

物防、技防、智防相结合的社

区防线，形成立体式社区防控

数据链路和闭环，提升城乡社

区疫情防控工作成效。

二、建设和应用内容

（一）疫情监测和重点人

群管理。

1.信息摸排。充分利用现

有信息技术手段，采用云服

务+大数据+网格化方式，构

建社区防控数据平台，生成

社区防控小程序和二维码，

社区二维码应包含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信息。支持社区居民通过

在线注册或扫描社区二维码

方式，完成基础信息和健康

信息登记，并生成社区居民

二维码（或应用依托国家统

一身份认证系统、统一电子

证照系统生成的防疫健康信

息码，下同），实现一次登

记、多端共享。支持社区工

作人员通过扫描社区居民二

维码方式核验或补录社区居

民基础信息和健康信息。社

区居民基础信息和健康信息

填报模板应符合标准化要

求，对孕产妇等重点人群信

息进行标注，并可根据各地

情况进行统一参数化设置；

有条件的社区，应与基础电

信企业提供的“到访地查询

服务”有效衔接，并实现社

区内房屋和住户的精准关

联。

2.病例监测。支持根据相

关要求实施居家医学观察的社

区居民在线填报每日健康信

息、症状监测信息，与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或家庭医

生开展在线互动，获得健康指

导或就医指南。对接新冠肺炎

患者救治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随访监测出院患者健康

状况。有条件的社区，可通过

查询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信

息，协助确定其是否落实居家

医学隔离要求。为结束居家医

学观察的社区居民在线生成证

明。

3.体温检测。有条件的社

区，可设置红外体温检测设

备，自动对社区出入人员进行

体温检测，并对超过设定值人

员进行提示。

（二）出入管理。

1.社区居民出入管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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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社区居民通过扫描二维码

进入社区（楼栋），同时实现

社区居民出入记录登记；对于

实施出入次数管理的社区，可

对超过设定值的人员进行提

示。有条件的社区，在社区居

民授权同意的情况下，可通过

社区物联设备智能互联提供人

脸识别通行服务。

2.社区外来人员出入管

理。加快推动相关部门数据

共享，引导互联网企业共享

疫情相关数据。对于实现社

区居民基础信息和健康信息

在街道（乡镇）及以上层面

共享互认的，支持外来人员

通过扫描二维码并经社区工

作人员确认后进入社区（楼

栋）。对于尚未实现信息共

享的，支持本社区居民线上

提交外来人员信息，经社区

工作人员确认后生成外来人

员二维码，外来人员通过扫

描二维码进入社区，并自动

登记外来人员出入信息。

3.车辆出入管理。支持通

过车辆牌照自动识别本社区居

民登记车辆，并经本社区居民

在线提交和社区工作人员确

认，实现外来车辆进出社区。

有条件的社区，可增加停车指

引和车库监控。

（三）信息报送。

1 .社区防控工作人员管

理。建设社区防控人员工作平

台，生成社区防控小程序管理

端。支持依托互动功能提供技

术支持、依托视频会议功能实

现实时工作指导。

2.社区防控信息管理。根

据联防联控工作需要，通过对

接相关政府部门疫情防控信息

平台、政务信息平台，建立分

层分级访客登记分析、任务分

发、信息报送组织体系。支持

根据社区居民自主填报、社区

工作人员主动采集的信息自动

汇总数据、生成并报送社区疫

情信息报表。

3.社区防控信息应用。运

用大数据对社区防控情况进行

分析。有条件的地方，可依托

GIS技术实现社区疫情信息可

视化，展示社区网格化防控工

作动态图、重点区域防控预警

图、确诊和疑似病例行为轨迹

地图等。有条件的地方，可推

动社区防控、企业防控信息共

享互认。

（四）宣传教育。

建设社区居民互动平台。

通过对接政府相关部门疫情发

布平台，宣传党中央、国务

院应对疫情的重要工作部署

和政策，发布和更新当地疫

情防控的政策措施，实现疫

情信息动态更新。支持社区

工作者发布社区疫情防控信

息和防控工作通知，介绍疫

情防控知识、医疗卫生科普

知识、居家隔离保护措施、

个人预防基本知识，及时发

布社区周边疫情动态，实现

实时通知状态反馈。支持社

区居民线上参与社区防控工

作重大事项协商。

（五）环境整治。

支持社区居民线上提供问

题线索，对接政府相关部门政

务信息平台，加强对社区公共

道路、公共空间、公共设施和

公用器材日常消毒情况和集贸

（农贸）市场、便民摊点群等

环境整治情况的监督。

（六）困难帮扶。

建设社区综合服务平台。

开展“互联网+医疗健康”服

务，为患有慢性疾病或其他有

需要的社区居民提供在线健康

教育，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

运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提供

健康监测和咨询服务。为接受

居家医学观察或其他有需要的

社区居民提供在线心理健康服

务。为社区老年人，包括春节

期间回家的养老院入住老人提

供健康监测和紧急呼叫服务；

为社区儿童提供远程监护和在

线教育服务。

（七）社区服务。

1.社区公共服务。有条件

的社区，可加强与社区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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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综合信息平台衔接，为社区

党员提供在线政策宣传和学习

服务。丰富社区居民网络文化

生活。为社区居民提供在线缴

纳公共事业费用等“无接触”

服务。

2.社区志愿服务。有条件

的社区，可加强与全国志愿服

务信息系统衔接，实行社区志

愿者在线招募和管理，完善

志愿者基本信息和服务信息数

据；实行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在

线发布，促进社区志愿服务供

给和需求精准对接。

3.社区生活服务。有条件

的社区，在线对接大型连锁企

业和社区周边小型企业资源，

为社区居民提供日常生活用品

在线购买和配送服务，满足居

民日常生活需求。设有快递、

外卖配送区域的社区，可提供

智能快递柜、外卖送达在线提

示、自主取货等服务方式，减

少人员流动、聚集。

三、相关支撑环境

（ 一 ） 部 署 条 件 。社区

防控信息化产品（服务）原则

上应在区（县、市、旗）及以

上层面集中部署应用，确有需

要的也可在街道（乡镇）和城

乡社区层面部署，优先使用已

有的政务或公共服务平台，同

时做好与卫生健康、公安、民

政等部门相关疫情防控信息平

台、公民身份信息认证平台、

社区治理信息管理系统等功能

衔接。鼓励疫情防控结束后，

通过二次开发、系统接入等方

式，支持拓展城乡社区治理和

服务功能。

（ 二 ） 系 统 安 全 。社区

防控信息化产品（服务）应当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

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采取

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

障网络安全、稳定运行，有效

应对网络安全事件；具有数据

加密、脱敏和防爬取能力，保

障数据安全。社区防控信息化

产品（服务）提供者应参照等

级保护三级以上要求进行安全

防护，应当为其产品（服务）

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

与产品（服务）使用者约定的

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

护。

（三）隐私保护。社区防

控信息化产品（服务）因疫情

防控工作要求，需要收集社区

居民信息的，应向社区居民

明确提示并取得同意，明确

用于此次疫情防控，对于用

于其他目的的，必须重新征

得社区居民本人同意；同时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

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居民身份证法》和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

保护的规定，落实中央网信

办《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

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

的通知》要求。

（ 四 ） 公 益 原 则 。社区

防控信息化产品（服务）的开

发、应用、维护应坚持公益属

性，鼓励疫情防控期间不向使

用者收取费用。列入社区防控

信息化产品（服务）推荐清单

的，产品（服务）提供者还需

签署《承诺书》。社区防控信

息化产品（服务）中涉及非公

益性服务的，应向使用者明确

提示。

四、有关依据

1.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加强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

区防控工作的通知》（肺炎机

制发〔2020〕5号）。

2.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做好儿

童和孕产妇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肺炎机制发〔2020〕17

号）。

3.中央网信办《关于做好

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

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中网

办发电〔2020〕5号）。

4.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关于进一步动员城乡社区

组织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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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

知》（民发〔2020〕9号）。

5.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进一步做

好城乡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民发〔2020〕13号）。

6.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做

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

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工作

的通知》（民办函〔2017〕

285号）。

7.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关于加强信息化支撑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的通知》（国卫办规划函

〔2020〕100号）。

8.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出院患者跟踪随访工作的通

知》（国卫办医函〔2020〕

142号）。

来源：网络传播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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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服务企业该如何保障数据安全

成立于2013年的微盟有300万注册用户，其

主要业务是在微信等线上平台为电商、餐饮等企

业提供营销服务。近日，微盟SaaS（软件即服

务）业务数据遭核心运维人员恶意破坏，商铺后

台的所有数据被清零。

即便微盟公告称，被删数据已全面找回，微

盟SaaS业务数据恢复上线，但线上商户也未必能

即时恢复运营。

这犹如一盆冷水兜头泼下，让相当多的互联

网服务企业不得不冷静下来面对数据安全管理的

新命题。

数据能修复但损失难挽回

2月23日下午，云端监控中心发出告警，监

测到微盟部署在黑石物理服务器上的业务出现大

面积无法响应的情况。经过排查，溯源到微盟部

署在自建MySQL数据库上的核心业务数据及备份

文件，被运维人员整体进行了不可逆删除，数据

体量达数百T。

腾讯云运维中心组建了一支30多人的技术团

队，与微盟一起研究制定生产环境和数据修复方

案，经过七昼夜连续奋战，恢复了所有被删除的

数据。

虽然微盟提出了包含现金赔付（1.5亿元）

和流量赔付的两个方案，但对用户和商家来说，

服务没有恢复的每分每秒都会带来损失。

对此，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董毅智强调，微盟“删库”事件对其客户造成的

损失目前还难以估量，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客户的

业务主要靠线上维持的状况下。

同样难以估量的是微盟的损失，自公告“删

库”事件后，其股价连跌3天，一度导致累计市

值蒸发超30亿港元。

安全防护中的“木桶理论”

一个人搞瘫一个数据库，这样的“黑天鹅”

事件，如今变成了普遍隐患。

“从公开报道可以看到，此类事件对企业造

成的恶性影响和经济损失越来越大。”志翔科技

联合创始人伍海桑对科技日报记者说，“企业若

不升级安全观念、建立整体安全体系、建立不区

分内外的整体安全和灾备体系，未来此类事件发

生的频次和造成的损失还将加大，一定不会仅仅

是个案。”

科技的发展是把双刃剑，数字化和云化程度

提升的背后，是原有“筑墙式”的安全理念逐渐

对防内防外都开始力不从心。

“‘木桶理论’最能体现数据安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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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短板，都会成为整个体系的漏洞。”伍海桑

说，“安全制度和技术手段一定是有机结合的整

体，才能对企业的安全体系起到作用。安全制度

保证了企业安全体系的完善，技术手段则保证安

全制度的正确实施和强化。”

现实情况是，很多大公司会将机房、网络、

操作系统等底层工作分离给专人负责，而上层和

应用等产品相关工作则由运维负责，每个运维人

员的权限只能访问有限的数据库。但是，大量的

中小型公司却将上述两项工作合二为一，运维或

数据库工程师拥有极大权限，“删库”这样的极

端事件就成为了可能。

数据安全的更多选择

除了员工的身份权限和数据业务访问权限失

于管控外，此次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本地数

据库的弊端：一旦被破坏，很难恢复，即使能恢

复，速度也很慢。

随着云产品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人意识

到，比产品能力更重要的，是关键时刻的容灾、

应急和服务能力。自建一套云系统的企业毕竟是

少数，所以更多企业选择由云服务商提供相应的

数据存储和技术支持以实现“云端备份”。

数据备份不止这一种，企业常用的还有冷

备份，是指在数据库正常关闭的情况下，将关键

文件拷贝到另一位置，这是数据库备份最快和最

安全的方法，但是恢复时间较长，一般要数天至

1周，且单独使用时，只能提供到“某一时间点

上”的恢复。

与之对应的热备份则是指数据库系统正常运

转状态下的备份，它的优势是可在数据库运行时

进行备份，只需要几十分钟到数小时即可恢复数

据，缺点是设备投资大，通信费用高，通信环境

要求高，运行管理较复杂。

介于两者之间的温备份，指的是数据库服务

器周期性开机，根据主服务器内容进行更新，然

后关机，数据厂商常用此进行复制和镜像操作。

“删库”事件的发生，给互联网服务企业敲

响了警钟。微盟也表示要对数据安全管理机制全

面加固与整改、加强运维平台治理、加强灾备体

系的建设，从管理机制与基础设施建设两方面构

筑安全防线，以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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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按下智慧城市加速键 5G赋能“新生态”建设

“叮……”每天收悉新冠疫情进展数据，成

为人们当前的习惯。这背后，大数据助力疫情防

控是智慧城市的体现之一。

智慧城市建设是现代城市综合治理水平的体

现，当前疫情之下更是得以凸显。在这场“不能

落后的赛跑”中，许多城市“参与”其中并检验

其智慧发展成果，也为后续建设提供新的启发。

5G赋能智慧城市建设新高潮将真正到来。

关于防疫“试卷”，智慧城市答得如何？

抗“疫”当前，建设好智慧城市、发挥好智

慧城市功能的诉求比以往更加迫切。几乎在第一

时间，多地智慧平台上线。

北京海淀区政府城市大脑疫情防控平台在海

淀区城市服务管理指挥中心上线试运行。该平台

集合了个性化数据分析、返京人群分析、人口排

查分析、重点人群动态监测、跟踪、预警服务等

重要功能，构建起了各级行业管理部门、属地管

理部门、社会单元和公众四位一体的立体化疫情

跟踪防控体系，助力疫情防控。

天津开发区基于智慧城市系统，开发了多个

微信小程序，用于区内企业员工和社区居民的身

份信息验证。同时根据疫情防控需要，系统为未

离开天津或返津后已经隔离14天等不同人群生成

不同颜色二维码，以供随时扫码查验。

重庆市推出智能化“疫情排查”信息系统，

为网格员在一线排查工作中提供帮助。

……

有分析直言“没有大数据和云计算支撑，抗

击疫情将两眼一抹黑”，更显示出智慧城市建设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5G赋能智慧城市建设

电信行业专家付亮指出，“5G等新基建的应

用在疫情下得到明显提升，这方面的发展已经成

为趋势。这是因为5G可以让信息传导更加迅速，

解决了过去信息传递延迟的问题。”

其中提到了5G助力抗疫，也指出了5G在智

慧城市建设中会发挥重要作用。具体分析来看，

新兴的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以

5G网络为基础依托，5G的更高容量也使数据处

理更高效并降低能耗，5G还和物联网相辅相成，

构建5G生态系统有利于支撑物联网向更多领域渗

透发展。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王志

强还指出，交通、医疗、教育等城市病的核心问

题，未来会随着人工智能5G（6G）VR技术的综

合应用，得到极大的改善，如虚拟办公、远程医

疗、远程教育、远程政务的实现。这些应用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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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

由此，工信部要求基础电信企业制定和优化

5G网络建设计划，加快5G特别是独立组网建设

步伐，切实发挥5G建设对“稳投资”、带动产业

链发展的积极作用。电信运营商则不断提速5G网

络建设。中国联通表示，上半年与中国电信力争

完成47个地市、10万基站的建设任务，到三季度

力争完成25万基站建设，较原定计划提前一个季

度完成全年建设目标。中国移动也表示，今年计

划“建设30万个5G基站”的目标不会变，发展节

奏不停。

未来的智慧城市什么样？

新拐点，新需求，疫情给予智慧城市发展更

多思考。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信息中心高级工

程师刘淼认为，智慧城市的下一程，需要面向各

个具体应用场景开展定制性持续深化。相信经历

本次防疫战后，我国的“智慧城市”会提升未来

应对公共事件的能力。

最新发布的《全球智慧城市支出指南》显

示，中国市场的三大热点投资项目依次为可持续

基础设施、数据驱动治理以及数字化管理。在预

测期间内（2018-2023年），三者支出总额将持

续超出整体智慧城市投资的一半。

还需要强调的是，智慧城市建设不可一蹴而

就，也不会一劳永逸，需要多方协作。顶层设计

应着眼于让信息技术手段与城市发展理念、运作

模式、体制机制更加有机融合，重视以人为本。

同时，还需从细节落实着手，其中运营商正在发

挥重要作用。有如中国电信已与全国31个省级

政府、236个地级市政府建立了智慧城市战略合

作，通过自主研发落地上千个政务应用。又如中

国联通提出了“城市微单元”计划，意在最大程

度上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信息技术的高

度集成应用。可以想见，在5G助力下，智慧城市

将会大放异彩。

来源：通信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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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最新资讯

中国将依托电子政务平台

推广社保卡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

务办公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办公厅26日公布《关于依

托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

台做好社会保障卡应用推广工

作的通知》，提出2020年底

前，梳理社保卡在政务服务领

域的应用目录，推进社保卡在

一体化平台中的电子证照共享

应用，融合社保卡线上线下应

用，实现社保卡支撑相关业务

在省内和跨省“一网通办”。

（中新网）

工信部将启动国家软件重

大工程

3月25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新闻发言人、信息技术发展

司司长谢少锋在国务院联防联

控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问题时提到，工

信部将实施国家软件重大工

程，集中力量解决关键软件的

卡脖子问题，着力推动工业技

术的软件化，加快推广软件定

义网络的应用。（财联社）

重庆首个5G网联植保无

人机试飞成功

近日，重庆首个5G网联植

保无人机在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科研基地试飞成功，为30亩试

验农田提供集成无人机植保、

遥感大数据、农业大数据为一

体的高效飞防服务和精准农业

服务，这标志着重庆首个基于

5G网络的无人机在智慧农业中

的应用成功落地。（钛媒体）

上海浦东新区：到2025年

形成六个“千亿级”规模硬核

产业集群

上海浦东新区举办全力推

动浦东科技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浦东

新区促进重点优势产业高质量

发展若干政策》，并解读科技

创新功能优势倍增和产业能级

倍增的行动方案。根据浦东新

区产业能级倍增行动方案，到

2025年，工业增加值和信息

传输、软件信息服务业占GDP

比重上升到33%。工业增加值

总产值达到18400亿元。在产

业集群上，培育形成六个“千

亿级”规模的硬核产业集群。

（证券时报）

高德地图发布清明出行防

疫指南

近日，高德地图与中国天

气网联合发布了《2020年清明

小长假出行防疫指南》。

从近三年数据来看，2017

年至2019年清明期间，全国高

速拥堵里程占比呈逐年上升态

势，拥堵趋势呈马鞍形，出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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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高峰时段较为一致；从高峰

时刻来看，出程高峰基本在小

长假第一天9时-11时，而返程

高峰在15时-21时，且出程的

拥堵程度均高于返程。（钛媒

体）

淘宝首次发布C2M战略

淘宝首次发布C2M战略，

正式推出淘宝特价版。据官方

介绍，依托核心数字化能力和

淘宝特价版，淘宝将帮助产业

带工厂升级为“超级工厂”。

未来3年为产业带制造业创造

100亿笔新订单，帮助1000个

工厂过1亿产值，并在全国范

围内重点打造10个过百亿的数

字化产业带集群。（36氪）

华为正式发布openEuler

系操作系统

3月27日-28日，华为开

发者大会2020线上举行，华为

Cloud&AIBG总裁侯金龙在会

上正式宣布，华为openEuler

系商业发行版操作系统正式发

布。（证券时报）

图森未来与采埃孚将合作

研发量产化无人驾驶卡车系统

北京时间3月27日，图森

未来宣布与汽车供应商采埃孚

（ZF）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推动无人驾驶卡车的技术研

发和商业化落地。图森未来和

采埃孚将联合开发的量产化

无人驾驶卡车系统包括融合摄

像头、激光雷达和毫米波雷达

的感知技术，无人驾驶控制技

术，以及车规级中央处理平台

“ZFProAI”。同时，图森未

来将与采埃孚一起推进无人驾

驶系统的前装配置工作。（36

氪）

华为与腾讯游戏达成战略

合作，成立联合实验室

3月27日-28日，华为开

发者大会2020线上举行，华

为Cloud&AIBG总裁侯金龙在

会上正式宣布，华为与腾讯游

戏当日正式达成战略合作，成

立联合实验室，双方将在云游

戏、移动云引擎等方面展开深

度合作。（证券时报）

商汤科技与日本高速公路

运营商“NEXCO中日本”达

成合作

3月27日，商汤科技与日

本高速公路运营商“NEXCO中

日本”达成合作，将在NEXCO

中日本“交通视频分析技术在

高速公路中的应用”提案征集

项目中，试引入商汤原创的基

于图像处理和机器学习的智能

视频分国内首个网络互助行业

标准发布

近日，浙江互联网金融联

合会批准发布了全国首个网络互

助团体标准。这一标准由蚂蚁金

服牵头，联合了浙江大学互联网

金融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中

国保险研究所互助保障研究中

心、阿里健康等6家产业、学

术、研究机构共同制定。

标准首次提出了互助平台

的“四要一不要”原则，即要实

名制度、全程风控、审核独立、

公开透明，不要资金风险。对于

资金问题，标准建议互助平台优

先选择无资金池模式，或者在有

资金池的情况下，设立相应的资

金托管制度，确保资金安全。

（钛媒体）

河北首个5G+边缘计算智

慧工地在雄安新区投入使用

日前，河北省首个5G+边

缘计算的智慧工地示范场景，

在雄安新区京雄城际铁路雄安

站房工程二标段投入使用。

京雄城际雄安站房二标段

智慧工地整体平台，基于5G网

络，结合边缘计算搭建完成，具

备了传输速率高、安全性能好的

特性。此外，智慧工地系统还

可以通过AR实景监控技术，实

现工地随时随地可视化协同指

挥和生产管理。（央视）

广州：加快打造数字经济

创新引领型城市

3月30日，广州市政府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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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打

造数字经济创新引领型城市的

若干措施》。《若干措施》提

出“三个定位”：即以加快打

造成为粤港澳数字要素流通试

验田、全国数字核心技术策源

地、全球数字产业变革新标杆

为政策目标。到2022年，广州

将建成8个数据要素流通治理

重大创新成果、15个重大创新

实验平台、30个重大产业转型

升级工程、100个技术领先的

优质应用场景示范项目。（上

证报）

湖北广电与中国铁塔湖北

分公司战略合作，共建广电5G

组网

据湖北广电公告，公司

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省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湖北铁塔为湖北广电

提供安装场地、天面部署、

电力接入、光缆光纤接入等

租赁服务以及新建基站服

务，满足湖北广电5G组网及

发展需求，提升双方基础设

施资源的集约效益。本次战

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及实施，

有助于提升公司在5G基础设

施、广电5G组网、智慧城

市、技术合作方面优势，双

方未来将加大资源整合、建

设项目等的推进力度，推动

公司向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

的转型升级。（钛媒体）

阿里云已为20家中央部委

提供数字化技术支持

据中国政府采购网显示，

阿里云目前正在为20家中央部

委提供数字化技术支持，包括

国务院、国家医疗保障局、国

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应急管理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文化和旅游部、水利部、交通

部、国家统计局、国税总局、

海关总署、中国气象局、司法

部、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等

等。（钛媒体）

依图行人重识别（ReID）

刷新世界纪录

近日，依图科技在行人

重识别（Re I D）领域将算

法性能提升至业界迄今最

高水平，依托其自研AI芯片

QuestCore？（求索）的强大

算力，加速ReID应用大规模

商业化落地。

此 次 依 图 自 研 算 法 在

业界三大权威Re I D数据集

Market1501、DukeMTMC-

reID、CUHK03上，将衡量算

法性能的关键指标“首位命中

率”（Rank-1）及“平均精

度均值”（mAP）当前纪录全

部刷新。（钛媒体）

华为发布第二款5G芯片

麒麟820

3月30日，华为发布2020

年首款5G芯片麒麟820，荣耀

30S成首款搭载此芯片的5G手

机，这也是华为首次将旗舰级

芯片首发权给到荣耀。本场发

布会上，“荣耀锐科技实验

室”也正式官宣。这个实验室

的启动是荣耀科技战略的重要

一环。（北京商报）

中国移动371亿5G基站大

集采落地

据中国移动披露，中国

移动2020年5G二期无线网主

设备集中采购工作已于日前结

束，华为、中兴通讯、爱立信

和中国信科四家入围，成为中

标候选人。初步统计显示，此

次集采共有四家厂商入围。

其中，华为在所有标包中均取

得了最高份额，合计中标逾

132787站，涉资214.1亿元；

中兴紧随其后，中标66653

站，涉资107.3亿元；爱立信

和中国信科也有不错的表现。

（财联社）

联合国总部宣布腾讯为全

球合作伙伴

美东时间3月30日，联合

国在纽约总部宣布，腾讯公司

成为其全球合作伙伴，为联合



94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国成立75周年提供全面技术

方案，并将通过腾讯会议、企

业微信和腾讯同传在线举办数

千场会议活动。同时，联合国

将面向全球公民发起1分钟调

查，会通过微信和QQ、腾讯

新闻、腾讯看点、腾讯视频、

腾讯微视和腾讯广告等数十个

平台展开，汇集人们关于应对

全球重大挑战等关键议题的想

法。

GE医疗发布3.0“智简

AI”平台

GE医疗（GEHealthcare）

中国于近日召开线上会，发布

3.0“智简”AI平台，该平台

基于大数据，将AI深度算法赋

予MR影像（磁共振），解决

最为棘手的成像速度问题，并

从数据的源头进行图像质量的

提升。据官方所述，基于智简

AI技术的Creator，仅3分钟便

完成了常规腹部序列的检查，

是传统成像成像速度的一倍。

（钛媒体）

深圳市2020年政府投资项

目计划公布

深圳今年重点投资基础

设施、民生服务、生态文明建

设、产业创新配套四大领域，

市区政府投资总规模约1769亿

元，预计推动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规模达8400亿元。最新发

布的《深圳市2020年政府投资

项目计划》显示，今年市本级

政府投资项目计划657亿元，

同口径增长约15.9%，资金来

源由市政府预算统筹安排。

（深圳特区报）

江西推出总投资超过1.5

万亿元的重点产业招商项目

江西省发改委日前发布

“2020年江西省重点产业招

商项目”，共推出涉及重大基

础设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大

健康、现代服务业等七大领域

的1431个招商项目，总投资

15099亿元。（新华社）

国家加快发展快递空中网络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9日

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邮政局

政策法规司司长金京华表示，

国家邮政局将加快发展快递空

中网络，提高国际航空货运能

力，来促进国际物流供应链体

系建设。与此同时，国家发改

委基础设施发展司一级巡视员

任虹也表示，将加快推进有市

场前景地方的货运功能为主的

机场建设。上市公司布局货运

机场建设的有：顺丰控股正在

湖北鄂州筹建货运机场，原定

2021年底投入试运营；圆通

速递控股股东投资兴建嘉兴机

场。（证券时报）

国家超算天津中心：用户

较春节前增长10%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通

过强化线上渠道维护，用户数

量较春节前增长了10%。截

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天津、济

南、深圳、广州、长沙、无锡

6个国家超算中心。通过自身

开发的芯片等资源，天津中心

已完成系统升级扩容；济南、

深圳、广州中心的超级计算机

升级换代，也将在今年内全面

展开。（央视新闻）

商 汤 科 技 回 应 “ I P O 推

迟”

商汤科技3月28日在微

博发文，回应业界传闻其香

港IPO推迟一事。商汤科技表

示：“被”IPO，还“被”推

迟了，自己也是从新闻里看到

的。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商

汤并不曾有上市具体时间表。

此前有外媒援引知情人士的消

息，商汤科技已经推迟了今年

在香港IPO至多融资7.5亿美

元的计划，转而寻求在私募市

场融资5亿美元至10亿美元。

（新浪科技）

董明珠谈“新基建”

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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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表示，新基建就是一定要

全新的用科技的思想、科技的

设计改变我们的生活。像我们

现在做的零碳排放，整个一个

家庭完全用新能源来发电，来

支撑一个家庭的需要，然后我

们用5G的互联网的思维，所

有东西云控制，更智能化了。

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前期很多准

备，从生活电器、厨房电器，

空气需求等等，做了一个全产

业链的布局。支撑这一块的东

西是智能装备。（央视财经）

IPO过会率料维持高位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证

监会共审核41家企业（不包括

科创板）的首发申请，39家

企业获通过。业内人士指出，

IPO保持常态化，向市场释放

积极信号，有利于提升企业上

市的积极性和发挥服务实体经

济功能，预计2020年A股IPO

将保持合理节奏，过会率维持

高位。（中国证券报）

中兴通讯携手深圳联通部

署首个面向商用的5GOTT端到

端切片应用

近日，中兴通讯携手深圳

联通成功部署全国首个面向商

用的5GOTT业务端到端切片应

用，可为云游戏、高清视频等

应用提供灵活切片解决方案。

该应用通过在承载网部署软切

片和硬切片管道，可按需进行

切片带宽弹性伸缩，转发面物

理隔离为不同等级OTT用户提

供差异化业务保障，同时提供

单设备最低时延保障，提升用

户体验。（证券时报）

百度推出电子出入证、社

区AI测温系统等多款AI产品

近日，百度推出电子出入

证、社区AI测温系统、“8合

1”小程序等多款AI产品。其

中，社区防疫电子出入证，只

需要用手机百度或者微信扫一

扫二维码，填写住户信息后就

可以自动生成当天的动态通行

证；AI测温系统可以让居民不

用停留即走即测；综合性社区

防疫小程序，拥有疫情地图、

同乘查询、智能自测、发热门

诊、心理咨询、防护手册、问

题上报、免费问诊等八大模

块。（36氪）

商越发布聚贤阁开放平台

企业数字化采购平台解决

方案供应商“商越”发布今年

首款产品：聚贤阁开放平台。

聚贤阁平台主要面向大中型企

业，帮助企业对接电商采购，

提供通用类物资采购的数字化

解决方案，在场景上满足办

公、IT、机械等各种类型的采

购。商越产品副总裁孟令智表

示，该平台与15+电商共创，

用1套标准接口，对接多家电

商，已有500+电商API接口分

析，提供2种对接方案，适配

50+采购品类。（36氪）

中信证券：5G、工业互

联网等“新基建”行业迎绝佳

发展窗口期

中信证券研报认为，随着

疫情期间人员隔离持续推进以

及居民消费需求向线上倾斜，

5G、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

行业也迎来了绝佳的发展窗口

期，“新基建”进程的推进也

就水到渠成。往后看，新基建

的加速推进将利好5G、工业互

联网、大数据、特高压等行业

及其上下游产业链，但疫情冲

击下财政空间承压也可能成为

后续新基建的掣肘。基于此，

认为后续赤字率、地方债新增

限额都有一定的调整可能，而

货币政策也将进一步放松来对

财政空间予以支持。（第一财

经）

华为在法国第一家旗舰店

巴黎揭幕

华为在法国第一家旗舰店

当地时间5日在巴黎揭幕，将

于6日正式开始营业，并开始

预售华为折叠屏MateXs5G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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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华为欧洲消费者业务总裁

戢仁贵在旗舰店受访时表示，

欧洲代表着海外高端市场，是

华为的“战略高地”，华为会

持续加大对欧洲市场的投入。

在问及有关华为将在法国设立

无线产品制造工厂的问题时，

戢仁贵表示，该工厂将主要为

欧洲市场和运营商提供无线通

信设备，获得了法方的大力支

持。（中新社）

中国计算机和移动终端病

毒疫情调查活动启动

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

理中心获悉，为全面了解和掌

握中国信息网络安全和计算机

病毒疫情现状，为国家有关部

门制定网络安全及计算机病毒

防治策略提供准确参考，中国

第19次计算机和移动终端病毒

疫情调查活动6日启动。调查活

动为期1个月，调查范围为全国

企业及个人用户在使用联网设

备过程中的网络安全状况，包

括计算机设备、智能设备、移

动设备以及网络支付等联网应

用安全情况。（新华社）

中国移动正式启动5G二

期招标

从中国移动获悉，3月6

日，中国移动多个省公司发布

采购公告，意味着中国移动

2020年5G二期无线网主设备

集中采购正式拉开帷幕。从业

内了解到，中国移动去年一期

招标涵盖5万个5G基站，二期

招标将涵盖25万站，这一招标

计划也与中国移动2020年底

5G基站保有量达到30万站的目

标一致。（证券时报）

福田汽车：智科车联网正

在积极推进战略投资者引入

福田汽车在互动平台表

示，公司的智科车联网是全国

最大商用车车联网平台之一。

智科车联网现已成为独立法

人，目前正在积极推进战略投

资者引入工作。公司目前与华

为、图森未来、四维图新、武

汉光庭等企业开展了合作。

（第一财经）

“芯朴科技”完成数千万

元人民币Pre-A轮融资，华创

资本领投

5G射频前端芯片公司“芯

朴科技”宣布完成数千万元人

民币Pre-A轮融资，本轮融资

由华创资本领投，北极光创

投、中科创星跟投。本轮融资

将主要用于团队建设，芯片快

速研发和迭代，市场拓展等方

面，在手机移动端、物联网等

领域提供性能一流的射频前端

模组。

工信部公示《汽车驾驶自

动化分级》

3月9日，工信部官网公

示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

推荐性国家标准报批稿，拟于

2021年1月1日开始实施。基

于驾驶自动化系统能够执行动

态驾驶任务的程度，根据在执

行动态驾驶任务中的角色分配

以及有无设计运行条件限制，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将

驾驶自动化分为0～5共6个等

级。（亿欧网）

人社部明确可使用电子劳

动合同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办公厅印发《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订立电子劳

动合同有关问题的函》，文件

明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

致，可以采用电子形式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采用电子形式订立劳

动合同，应当使用符合电子签名

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可视为书面

形式的数据电文和可靠的电子

签名。（北京日报）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开启

5GSA无线主设备集中资格预

审：共约25万站

3月10日，中国电信和中

国联通发布“2020年5GSA新

建工程无线主设备联合集中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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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项目集中资格预审公告”。

项目集中资格预审有效期限为

3月20日至2020年9月30日。

公告显示，中国电信和中国联

通相关本地网5G建设所需SA

无线主设备，共约25万站，

具体采购数量以招标文件为

准。本次集中资格预审采购

5GSABBU、AAU等无线主设

备。（C114通信网）

平头哥物联网操作系统通

过IEC功能安全认证

3月11日，阿里巴巴平头

哥基础软件平台YoC（Yun-

on-Chip）通过IEC61508：

2010功能安全认证，成为

全球唯一通过该标准规范认

证的物联网软件平台。国际

认证机构SGS集团为平头哥

颁发了SIL3功能安全证书。

YoC是平头哥基于AliOS操作

系统搭建的、针对芯片跨平

台运行的基础软件框架，包

含信息安全、功能安全、差

分升级、低功耗框架、GUI、

小程序、IoT接入框架、语音

应用和视觉应用框架等功能

特性。（Techweb）

聚 芯 微 电 子 发 布 国 内 首

颗自主研发背照式、高分辨率

ToF传感器芯片

近日，聚芯微电子发布了

国内首颗自主研发、背照式、

高分辨率、用于3D成像的飞行

时间（ToF）传感器芯片。聚

芯微电子本次发布的传感器芯

片名为SIF2310，采用了全球

领先的背照式技术，在单芯片

上实现了感光器件与处理电路

的高度集成。（IT之家）

长安汽车L3级有限自动驾

驶将在今年量产

3月10日，长安汽车在重

庆开启了中国首个L3级自动驾

驶量产体验。介绍称，长安汽

车L3级自动驾驶系统，感知

范围覆盖3个360度车外环境

感知，整合3种不同物理特性

的传感系统，其中前方实现5

重感知冗余，最大探测距离

大于200米，测量精度可达10

厘米，采用5个毫米波雷达、

6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

作为主要传感器，可有效识

别车辆驾驶环境中的车辆、

行人、骑行者等多种目标和障

碍物。（36氪）

国际

微软收购5G和边缘计算

公司Affirmed Networks

微软周四宣布，该公司收购

了一家名为Affirmed Networks

的公司，后者专门为电信运

营商提供完全虚拟化的云原

生（cloud-native）网络解决

方案。在被微软收购之前，

Affirmed总共筹集了1.55亿

美元资金。该公司拥有100多

个电信企业客户，其中包括

AT&T、Orange、沃达丰、

Telus、Turkcel l和STC等。

（新浪科技）

Alphabet加速新冠病毒检测

北京时间3月27日上午，

据外媒消息，Alphabet旗下

生命科学部门Verily现在有近

1000名来自其姊妹公司Google

的志愿者，他们在COVID-19

筛查及测试平台上开展工作，

为大规模升级做准备。（新浪

科技）

苹果承认：视网膜屏Mac 

Book Air防反射涂层或有问题

3月27日早间消息，苹果

本周在与苹果授权服务提供商

共享的备忘录中指出，配备视

网膜显示屏的Mac Book Air可

能会出现屏幕反射涂层脱落的

问题。苹果公司需要至少承认

MacBookAir可能会出现此问

题，客户才有可能享受到免费

的保修期内维修服务。目前还

没有官方针对Mac Book Air的

召回计划。（新浪数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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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撤回2021财年业绩指引

近日，戴尔发布公告表

示，撤回此前公布的2021财年

业绩指引。戴尔表示，公司目

前流动性充足，但无法预期公

共卫生事件将对其业务运营，

财务绩效和运营结果产生多大

的影响，因此撤回此前公布的

业绩预期。（智通财经）

Facebook任命美国前财

政官员任首席独立董事

F a c e b o o k 任 命 小

布 什 时 期 的 美 国 前 副 财

政 部 长 罗 伯 特 · 金 米 特

（RobertKimmitt）担任首席

独立董事。金米特现年72岁，

他将接替比尔和梅琳达·盖茨

基金会前CEO苏珊·戴斯蒙

德-赫尔曼（SusanDesmond-

Hellmann）的职位。戴斯蒙

德-赫尔曼去年10月宣布离

职。（新浪科技）

美股大型科技股集体走高

据报道，美股三大股指均

大幅收涨，大型科技股集体走

高，其中苹果涨5.26%，微软

涨6.26%，亚马逊涨3.69%，

谷歌涨5.38%，Facebook涨

4.56%。（36氪）

国内5G“新基建”提速

根据三大运营商的公布数

据，截至目前国内开通的基站

已超15万个，到2020年底，

计划将累计开通超过55万个

5G基站。再加上广电，国内

四家运营商的5G基站建设规

模将达到60万个。以此计算，

当下运营商就已完成25%左右

的任务。（21财经）

工信部公示《汽车驾驶自

动化分级》国家标准，明年1

月1日实施

3月9日，工信部发布《汽

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推荐性国

家标准报批公示，公示截止到

2020年4月9日，这项标准将

于明年1月1日正式实施。《汽

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是我国智

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的基础类

标准之一，将为我国后续自动

驾驶相关法律、法规、强制

性标准的出台提供支撑。其

中包括了对驾驶自动化的定

义、驾驶自动化分级原则、

驾驶自动化等级划分要素、驾

驶自动化各等级定义、驾驶自

动化等级划分流程及判定方法

等。（央视）

阿里达摩院成立XG实验

室，聚焦5G技术和应用

阿里达摩院近日宣布正式

成立XG实验室，该实验室致力

于推动下一代网络通信技术的

研究，现阶段主要聚焦5G技术

和应用的协同研发。达摩院方

面表示，新成立的XG实验室

将为超高清视频、在线办公、

AR/VR、工业互联网、智能物

流、自动驾驶等场景研究符合

5G时代的视频编解码技术、网

络传输协议等，并制定相关标

准。（36氪）

华为发布5G服务与软件

解决方案

3月9日，华为全球技术

服务部副总裁胡建宇发布了业

界领先的基于“平台+智能”

的5G全栈服务与软件解决方

案，包括AI+大数据驱动的全

流程数字化5G智敏建网解决

方案、保障超可靠5G网络的

AUTIN5G智能运维解决方案

等。（财联社）

中国首个L4级自动驾驶开

放测试基地在重庆永川开建

3月9日，由北京百度网讯

科技有限公司与重庆市永川区

政府、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

研究院共同打造的百度西部

自动驾驶开放测试基地工程

项目启动。该项目总投资10

亿元。该项目拟用20平方公

里约双向180公里道路建设测

试基地，设立百度Apollo自动

驾驶测试运营中心，主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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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自动驾驶开放道路测试场

建设、自动驾驶技术研究等

业务。首期建成后可承载100

台以上自动驾驶汽车开展测

试示范。（重庆日报）

华为、烽火、中兴入围中

国移动SPN集采候选人

日前，中国移动公布2020

年至2021年SPN设备新建部分

集中采购中标候选人，最终华

为、烽火、中兴中标。据初步

统计，华为在此次招标中，

无论是份额还是报价，均显

示出了强大竞争力，整体份

额与收入遥遥领先，烽火和

中兴紧随其后。根据各家投

标报价以及份额计算，此次

集采规模约为人民币9 2亿

（26省市），预估全网金额将

在100亿左右。（c114）

首批八家香港虚拟银行均

已进入或内测或准试业阶段

目前，首批八家香港虚

拟银行均已进入或内测或准试

业阶段。其中，众安银行在经

过267日的筹备后，将率先成

为香港首家试业的虚拟银行。

众安银行近日低调启动了社会

招聘，涉及IT系统测试、后台

开发工程师、大数据开发工程

师、银行卡系统开发工程师等

岗位，从这些岗位可以一窥众

安银行的打法。（上证报）

工信部约谈特斯拉

3月10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装备工业一司针对特斯拉

Model3车型部分车辆违规装配

HW2.5组件问题约谈了特斯拉

（上海）有限公司。责令特斯

拉（上海）有限公司按照《道

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

入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立即整

改，切实履行企业主体责任，

确保生产一致性和产品质量安

全。（36氪）

字节跳动将推出“飞书文

档”独立App

字节跳动旗下移动办公软

件“飞书”将于近期推出独立

App“飞书文档”，这是继2月

底，字节跳动推出视频会议软

件“飞书会议”之后，推出的

第二款ToB独立应用。此前据

彭博报道，飞书将于本月推出

一套类似GSuite的办公协作工

具，产品功能将侧重于基于云

盘的文件管理、共享文档/电子

表格等。这款产品即为筹备当

中的“飞书文档”。（36氪）

支付宝：将升级成数字生

活开放平台

在3月10日举行的支付宝

合作伙伴大会上，蚂蚁金服

CEO胡晓明宣布，打造支付宝

数字生活开放平台，聚焦服务

业数字化，并立下目标“未来

三年，携手5万服务商帮4000

万服务业商家完成数字化升

级”。胡晓明表示，新服务时

代正加速到来，但中国还有

80%的服务业没有被数字化。

支付宝升级成数字生活开放平

台，就是要打造服务业数字化的

“新基建”。通过自身平台升

级、持续生态开放，携手服务

商推动线下服务业加速变革。

联合国：疫情下全球损失

2万亿美元

日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会议发布了一项报告，提到疫

情会使部分国家经济衰退，

也会让整体世界经济增长大

幅放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会议专家柯居尔·莱特警告

称，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增长

今年可能会趋缓到2%以下，

这恐怕会造成大约1万亿美元

损失，如今真正问题在于，

这个预测最后会显得过于乐

观，在最坏情况下，损失会高

达2万亿美元。（Techweb）

新加坡计划2022年部署人

脸识别系统

北京时间3月10日消息，

从今年6月起，少量新加坡政

府部门将安装摄像头，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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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无需身份证，只需刷脸就

能享受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

人脸识别系统是对“智

慧国家计划”的扩展，后者于

2014年启动，建立了一个覆盖

逾400万新加坡人的生物数据

库。新加坡计划2013年能利用

人脸识别软件处理用户间的转

账和支付服务。（凤凰科技）

澳大利亚起诉Facebook

澳大利亚隐私监管机构

对Facebook提起诉讼，指控

Facebook在用户不知情的情

况下与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

（CambridgeAnalytica）分享

了逾30万用户的个人信息。

澳大利亚信息专员办公室

（OAIC）在提交给联邦法院的

诉讼中称，Facebook违反了隐

私法，通过其网站上的调查产

品“这就是你数字生活”披露

了311，127用户的信息用于政

治分析。OAIC寻求未指明金

额的赔偿金，但表示每次侵犯

隐私法行为最高罚款170万澳

元（约合110万美元）。如果

法院把所有涉案用户的罚款都

算上，Facebook最高将被罚款

5290亿澳元。（凤凰科技）

英特尔芯片被爆存在新安

全漏洞

据国外媒体报道，一家

安全公司发现英特尔的芯片存

在缺陷，该缺陷可能使设备的

加密功能失效。不过，苹果

最新的Mac是安全的。2019

年，PositiveTechnologies的

安全研究人员在英特尔聚合

安全管理引擎（CSME）的掩

码ROM上发现了一个新的漏

洞，该漏洞不能通过固件更新

来修补，而且威胁到加密甚至

DRM保护。该公司警告用户，

这个问题会打破关键技术的信

任链。（Techweb）

CESAsia2020宣布延期，

将全额退款已缴纳展位费用

3月9日晚间，国际消费电

子展（CES）主办方发布公告

称，因疫情影响，原定2020

年6月10到12日在中国上海举

办的CESAsia（亚洲消费电子

展）将延期举办。公告称，对

于已签订参展合同的参展商，

官方将全额退还已缴纳的展位

费用。官方并未明确具体延期

举办日期。（未来汽车日报）

美股开盘全线下挫，触发

熔断机制

截至发稿，标普500指

数跌7%，触发第一层熔断

机制，暂停交易15分钟。如

果之后价格反弹后再度下跌

至13%，将触发第二层级的

熔断机制，交易将再次暂停

15分钟；之后，如果跌幅达

到20%，当日交易将停止。

（36氪）

美国政府召集科技五巨头

与推特等讨论如何应对疫情

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白

宫将于当地时间周三召集大

型科技公司开会，协调应对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措

施。截至目前，新型冠状病

毒在美国已经感染了近1000

人，在全球感染人数已经超

过10万人。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向路

透证实，出席这次会议的大型

科技公司将包括Facebook、

Alphabet公司旗下的谷歌、亚

马逊、Twitter、苹果和微软等

公司。（网易科技）

美国政府再次延长华为临

时许可证至5月15日

美国政府表示，将延长华

为临时许可证到5月15日，允

许美国企业与华为之间开展业

务。自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

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纳入

实体清单，不过，该部门随后

多次延长临时许可限制。在此

前，美国商务部曾将其延长至

2020年4月1日。（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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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申请更实用的折叠手

机专利：使用两款独立屏幕

据国外媒体报道，最新

公布的一项专利申请文件显

示，苹果公司可能以一种更实

用的方式来制造折叠式iPhone

或iPad。根据文件描述，苹果

的折叠技术使用两块完全独立

的屏幕，当展开时可以作为一

个显示器使用。苹果在文件中

称，电子设备可以使用传感器

测量和其他信息来检测第一设

备的边缘何时与第二电子设备

的边缘相邻。（新浪科技）

谷歌将远程办公日期延至

4月10日，并建立新冠肺炎基金

据BusinessInsider消息，

知情人士透露，谷歌周二向

员工发出了一份备忘录，通知

称，该公司正在改变政策，建

议能够远程办公员工至少在家

办公至4月10日。谷歌发言人

通过电子邮件确认了该消息。

另据路透社消息，谷歌表示，

它正在建立一个COVID-19基

金，所有临时员工和供应商如

果出现病毒症状或因被隔离

而无法上班，都可以请带薪病

假。（品玩）

iOS14新功能曝光

3月10日晚间消息，国

外媒体报道，据iOS14代码显

示，新系统将增加一系列新功

能，如新的可接入性功能，新

的壁纸组织方式等。而对于

中国用户而言，更重要的是，

ApplePay将直接支持支付宝。

（新浪科技）

美国三大股指大幅收跌，

大型科技股全线走低

截至周四美股收盘，美国

三大股指大幅收跌，其中，

道指跌3.58%，标普500指数

跌3.39%，纳指跌3.10%。

大型科技股全线走低，其

中苹果跌3 . 2 4%，微软跌

2.51%，亚马逊跌2.62%，

谷歌跌4.87%，Facebook跌

3.44%，奈飞跌2.87%，特斯

拉跌3.33%。（36氪）

F a c e b o o k 公 布 新 A I 模

型，用机器学习来识别假账号

日前，Facebook正式发布

能打击假账号的工具DEC，也

称为深度实体分类系统。这是

一套利用机器学习来识别假账

号的工具。据Facebook介绍，

这套工具不仅会评估可疑帐户

的行为，还会评估账号的周边

信息，包括可疑帐户的交互帐

户和浏览页面行为。Facebook

称，使用这套工具后，垃圾邮

件和欺诈账号的数量减少了

27%。（澎湃）

AT&T将与谷歌云合作开

发5G边际运算技术

据外媒报道，AT&T将与

谷歌云（GoogleCloud）合

作，使用5G边际运算技术，

通过运行更接近于最终用户的

应用程序，帮助客户提高速度

和安全性。谷歌云首席执行官

托马斯·库里安在一份声明中

说：“我们将与AT&T进行共

同创新，开发各种5G边际运

算解决方案，满足多样化的需

求，推动零售、制造、游戏等

行业的商业价值提升。”（新

浪科技）

英伟达收购数据存储和管

理平台SwiftStack

据外媒报道，英伟达宣

布收购SwiftStack，后者是

一个以软件 为 中 心 的 数 据

存储和管理平台，支持公

共云、本地和边缘部署。

Sw i f t S t a c k最近发布的平

台升级，集中于改善对人

工智能（A I）、高性能计

算和加速计算工作负载提

供支持。两家公司没有透

露收购价格，Sw i f t S t a c k

此前在梅菲尔德基金和投行

OpenViewVenturePartners领

投的A轮和B轮融资中筹集了

约2360万美元资金。（网易科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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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A：中国企业和消费

者对5G兴趣浓厚

据外媒报道，全球移动

通信系统协会（GSMA）发布

报告称，中国企业和个人消费

者对5G和智能设备的兴趣浓

厚，远远领先于欧美。GSMA

表示，中国企业在5G方面的

兴趣处于“赛跑”状态，并体

现出了在工业环境中使用5G

的广泛意图。此外，中国目前

拥有全球最高的5G升级意向率

（70%），其成年人对5G的知

晓率排名第二（超过85%，仅

次于韩国），为5G服务支付更

高费用的意愿最高（为78%，

而美国仅为60%）。（新浪科

技）

诺 基 亚 宣 布 与 英 特 尔 合

作，加速5G转型

据路透社，诺基亚公司

周四表示，该公司已经与英

特尔公司（Intel）结成合作

伙伴关系，以加速其迄今为

止进展缓慢的5G转型之路。

一天前，该公司刚刚宣布与

Marvel lTechnology公司达

成了一项类似的协议。诺基

亚表示：“诺基亚正在与多

家合作伙伴合作，以支持其

ReefShark系列芯片组，这

些芯片组被用于许多基站元

件。”（新浪科技）

Twitter宣布开始打击围绕

疾病的仇恨言论

去年，Twitter拓展了关

于仇恨言论的规则，将针对宗

教团体的仇恨言论纳入在内。

Twitter周四表示，正在继续扩大

规则的适用范围，将基于年龄、

残疾或疾病的仇恨言论也包括在

内。Twitter表示，在周四之前违

反规则的消息将被删除，但相

关账户不会被封禁。而在此之

后发布的任何消息都必须遵守

新规定。（新浪科技）

苹果正在打击与新冠肺炎

疫情有关的应用程序

据CNBC报道，iPhone开

发人员说，苹果正在打击与

COVID-19冠状病毒爆发有关

的应用程序，被打击的应用

程序并非来自政府或医院等

公认机构。苹果一直在专门评

估冠状病毒应用程序，以防止

错误信息的传播。苹果不仅审

查健康数据的来源，同时也在

审查开发人员是否代表用户可

以信任的组织，以发布准确的

数据，如政府或关注健康的组

织。（品玩）

美 国 A I 机 器 人 公 司

“Dexai Robotics”筹集550万

美元种子轮融资

据外媒FinSMEs报道，美

国Dexai Robotics筹集550万美

元种子轮融资，由Hyperplane 

Venture  Capital领投，Rho 

Capital等参投。该轮融资将

用于公司继续完善其产品，

并扩大其销售团队。Dexa i 

Robot ics是一家AI机器人公

司。

AI芯片公司“Mof f e t t 

AI”获近千万美元天使轮融资

AI芯片公司“Mof f e t t 

AI”（墨子人工智能）近期完

成近千万美元天使轮融资，由

凯旋创投领投、创享基金和云

天使基金跟投。Moffett AI目

前拥有高算力的FPGA产品，

并将用这笔资金持续研发高算

力的云端AI芯片。

美国拟用500城市手机数

据研究病毒传播

据外媒消息，美国联邦

政府（通过美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最

近一直在从移动运营商获取用

户的位置数据，以帮助规划应

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措施。这

些从移动运营商获取的信息是

并非和用户身份相关的匿名信

息，这些信息有助于官员了解

到现在人们仍在哪些位置大量

聚集（从而有传播新冠病毒的

风险），他们在遵守政府的居

家令方面做得如何，以及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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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疫情对零售业的影响。（腾

讯科技）

英国电信业集体宣布取消

流量限制等政策

据外媒最新消息，英国

政府3月29日表示，英国所有

大型电信运营商已同意取消固

定线路宽带服务的所有数据上

限。在新冠病毒危机期间，固

定线路宽带服务已成为孤立在

家的民众的生命线。

英国电信公司、维珍传

媒、沃达丰集团、天空公司和

TalkTalk等运营商在与英国政

府和电信监管机构Ofcom会谈

后，承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

间支持和保护更加脆弱的社会

群体。

除了提供不限量上网之

外，这些电信公司的其他措施

包括帮助因疫情而难以支付账

单的客户，改善手机和固定电

话套餐以确保人们能够保持联

系，以及优先为弱势客户进行

设备维修。（腾讯科技）

CNBC：卫星图像显示美

国经济进入停滞状态

CNBC最新报道，卫星

图像再加上其他照片证据和

替代数据来源，表明美国经

济活动已经陷入了严峻的停

滞状态。来自航天技术公司

MaxarTechnologies、遥感卫

星数据公司PlanetLabs、卫星

数据分析公司OrbitalInsight收

集的卫星图像显示，美国繁忙

的高速公路在高峰期空无一

人，度假胜地成为鬼城，港

口航运活动也在急剧下降。

（CNBC）

Facebook视频直播业务

用户增长50%

从 2月到 3月，美国的

Facebook直播观众人数增加

了50%。这个每月拥有25亿活

跃用户的社交媒体巨头表示，

它也在加大努力，让更多人可

以观看直播视频，包括在没有

Facebook账户的情况下观看直

播视频，以及只听视频直播的

音频的方式。Facebook应用软

件责任人FidjiSimo告诉美国媒

体称，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传

播，用户行为发生变化，公司

正在改变产品路线图。（腾讯

科技）

Google发布神经网络天气

模型

近日，在先前对降水量预

报的研究基础上，Google提

出了MetNet，这是一种用于

降水预报的神经天气模型。这

种DNN（深神经网络）能够

在未来8小时内以1km的分辨

率预报降水量，时间间隔为2

分钟。MetNet的预测时间比

NOAA（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

管理局）目前使用的最先进的

基于物理的模型提前了7-8小

时。它可以在几秒钟内对整个

美国的降水量进行预测，而

NOAA需要花费一小时。（雷

锋网）

微软将停止对第三方面部

识别公司的投资

北京时间3月28日早间消

息，据外媒，微软表示，由于

对以色列初创企业AnyVision的

投资引发争议，该公司将不再

对第三方人脸识别公司进行投

资。批评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

称，AnyVision的人脸识别技术

为约旦河西岸的一个监控项目

提供了动力，同以色列政府关

系特殊。（新浪科技）

全球视频会议应用下载创

纪录，7天下载量6200万次

数据分析平台App Annie

发布最新报告显示，商务视频

会议应用程序在3月份创下了

有史以来下载量最高的新纪

录。在3月14日至21日之间的

7天内，视频会议应用的下载

量超过了6200万次，比前一

周增长了45%。报告显示，视

频会议应用也是3月14日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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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当周应用商店中增长最快的

应用类别，而且比2019年每

周平均的下载量增长了90%。

（界面）

欧科集团日本子公司获日

本金融厅数字货币交易所牌照

欧科集团宣布，其旗下

子公司OKCoinJapan顺利通过

日本金融厅的审批，拿下日本

数字货币交易所牌照。至此，

OKCoin成为全球头部交易所中

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通过

自主申请获得日本金融厅认定的

数字货币交易所。（鞭牛士）

Facebook与AR屏幕厂商

Plessey达成独家协议

北京时间3月30日晚间

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

Facebook日前与英国“增强现

实”（AR）屏幕厂商Plessey

达成独家协议，将购买后者生

产的全部AR屏幕。Plessey是

为数不多的几家AR屏幕厂商。

该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

称，苹果公司近期曾考虑收购

Plessey。但如今，Facebook

却与Plessey达成了协议。

（新浪科技）

谷歌、微软等联合为英国

卫生部门构建疫情实时动态图

据外媒报道，谷歌、微软

以及Palantir日前已经证实，三

家公司准备联合帮助英国医疗

保健系统（NHS）构建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实时动态图。这三

家公司将帮助构建新的平台，

从不同来源收集数据并进行整

理，这将使NHS更容易掌握疫

情态势，理论上可以更容易地

决定在哪里增加资源等。但关

于该项目的早期报道引发了活

动人士对隐私的担忧。NHS

对此表示，将保留所有数据的

所有权，并最终删除动态图。

（腾讯科技）

日本考虑建立无人机许可

证制度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30日

说，日本政府有意就民间使用

无人机建立一套许可证制度，

可能明年商定细节并递交法案

由国会讨论。日本政府有意在

2022财政年度开始实施一套

民用无人机许可证制度，对使

用者的年龄、操作资格等作出

严格规范。例如，使用者除了

要通过笔试，还要通过实操考

试才能远程操作无人机；许可

证的有效期不会太长，需要到

期续签；如果发生违规操作情

形，会被吊销许可证。（北京

日报）

微软 Office改名

美国时间3月30日，微

软正式宣布 Office  365 品牌

升级。新的名称：Microsoft 

365。作为 Office 365 的升级

版本，Microsoft 365 在全线

产品中增加了多样的创作素

材内容和模板。同时，基于

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功能，可

以帮助用户写出更优美的文

档、发挥表格的极致性能、

使用 PowerPoint 的“演讲教

练”功能成为更优秀的演讲

者。1989年，微软首次提出

了 Office 这个名字。1990年

11月19日，微软首次发布了

被后人称为“办公三件套”的 

Office 三大软件的 Windows 

版本：文档处理 Word、表

格处理  Exce l，和演示文档 

PowerPoint。

来源：数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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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Facebook发布了新

一期的季度报告，在报告中，

Facebook向投资者发出风险提

示，称“Libra已受到多个司法

管辖区政府和监管机构的严格

审查，我们预计这种审查将继

续下去。此外，市场对这种新

型货币的接受程度也存在着很

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不

能保证Libra或我们的相关产品

和服务将及时提供，或是否能

够提供。”

Facebook在报告中Libra

风险进行的披露，虽说只是根

据相关规定例行的信息公开。

并不能依此得出Facebook主

导的Libra将会“胎死腹中”

的结论。但至少也反映出

Facebook正面临的巨大压力。

毕竟，Libra计划自公布以来，

Facebook一直面临着美国和海

外政府官员的批评。

近年来，有关数字货币

的话题总能引起大众的广泛关

注。全球币圈的市场中有上千

种数字货币，但尚未Libra却是

非常独特的一种，因为截至目

前，没有任何一种数字货币是

由像facebook这样体量的国际

化互联网公司主导发行。

Facebook计划发行Libra

的意义何在？数字经济时代该

如何看待Facebook发币行为？

如果获得监管机构的许可，跨

主权”的Libra将会对现有的世

界金融体系产生何种影响？

区块链专家、《区块链：

价值互联网的基石》的作者赵

刚博士接受数据观专访时表

示，相比Facebook能否成功推

出Libra，主动对话监管机构，

推动传统金融拥抱数字经济才

是Libra的最大价值。

以下是采访实录(部分有

删减)

数据观：Facebook发布

了Libra白皮书，正式进军数字

货币领域，并声称将建立一套

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

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

Facebook此举释放出哪些信

息？这样的布局有何意义？

赵刚：先阐明两个观点。

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是大势所

趋；第二，发行数字货币这件

事总要有人先挑头，去主动尝

试。

【导读】《区块链：价值互联网的基石》的作者赵刚博士接受数据观专访时表示，相

比Facebook能否成功推出Libra，主动对话监管机构，推动传统金融拥抱数字经济才是Libra

的最大价值。李迅雷认为，就业问题是今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现在不是说要达到什

么目标，而是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要出现大的就业问题。他特别提到，政府要对

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的波动做好预案。在“房住不炒”的前提下，稳定预期，防止房价暴

跌。

赵刚：Libra的价值在于推动传统金融拥抱数字经济



106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无论是从消费互联网到

产业互联网的转变，还是现在

的工业互联网以及物流金融演

进，都说明我们进入了一个数

字经济的新时代，数字经济时

代发展同其他经济发展脉络落

一样，客观上它的发展也需要

一个数字金融的基础设施作为

支撑，而数字货币就是数字金

融基础设施的核心。

从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

的角度来看，数字货币的出现

能够大幅提升在货币层面的运

营的效率，并推动提升数字经

济发展的质量，实现在传统经

济、实体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

更大一个跃升。

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下面，

传统金融基础设施，包括服务

商、银行，也包括监管机构在

面对数字经济时代发展与变化

时，显得相对滞后，因而，数

字经济基础设施构建进程缓

慢。这是互联网企业普遍所不

愿意看到的，数字化进程的推

进、数字经济的容不得他们犹

豫和等待。

因此互联网公司希望挑起

这个头来能够成为数字时代的

金融基础设施的构建者乃至于

主导者。数字经济底下的锅已

经被蒸到热气腾腾了，特别需

要有人来揭开这个盖子，大量

的互联网企业都蠢蠢欲动，也

包括国内支付宝、微信支付、

京东白条都是国内互联网公司

尝试的结果，虽然微信支付和

支付宝本质上不是数字货币，

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在国内的

数字经济金融基础设施上起到

了某种替代货币的作用。

和支付宝、微信支付不

同，Facebook是一个在全球拥

有几十亿用户的公司，在世界

各国市场中的渗透，给予了他

许多优势。

譬如，拥有分布于全球各

地的庞大用户基础，存在跨国

跨境止支付的场景需求；美国

鼓励创新土壤；以及Facebook

的技术力量、知名度以及上下

游合作伙伴等等。

因此在传统金融走得太慢

的情况下，Facebook挑起这个

头，把蒸的火热的“锅盖”彻

底揭开。

数据观：为什么Libra协会

总部设在瑞士，但在美国首先

召开了听证会？

赵刚：美国是一个标杆创

新的国家，也是一个金融行业

发达的国家，美元在全球金融

领域本身处于一个主导地位。

从政策支持、社会接受方面，

Libra有了一个较好的成长土

壤。

从加盟Libra节点的公司

就可以看出，VISA、eBay、

P a y P a l、万事达、优步、

booking等来自网上销售、支

付、风投各行业的巨头公司，

从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生态上

具有先天优势。

Libra虽然是将总部设在日

内瓦，但其发起公司Facebook

是在美国土壤上诞生、成长

的，其加盟节点也多是美国公

司，并且绑定的一揽子货币美

元占比也最大，毫无疑问Libra

计划的最大受益国家也会是美

国，同时受到美国监管部门的

制约也最大。

数据观：在美国召开听证

会上，Facebook和国会方面展

开“激烈交锋”，外界对此评

价不一，如何看待这种交锋？

赵刚：我认为不应将这次

听证会视作为Facebook与政

府部门的交锋，更应该理解为

与监管部门之间的一次积极对

话，通过对话去推动数字金融

基础设施建设。

Libra计划中采用的联盟

链、挂钩基础货币等应用方式

早在行业中已经投入了应用，

并不存在独特的技术创新。但

相比比特币等其他创新型加密

数字货币，Libra的区别在于，

它更为务实地与监管机构对

话，因此听证会也是的Libra一

下到了最聚焦的核心。

对于主权国家而言，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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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项目到最后是成功还是失

败，任何主权国家都是不愿意

看到一家科技公司来挑战自己

的主权边界。比如国内的支付

宝、微信支付，虽然他们已经

在某些领域代替了基础货币，

但他们始终在主权范围内行

事，没有标榜他们是数字货币

或是基础币。而Libra计划却是

盯着基础币来的，它涉及了美

联储等机构的职权范围，作为

一个私人公司，他来做这样的

事情，本身是否合法还有待验

证的。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通过

Libra计划也就意味着政治、经

济、军事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但是变革所面临的风险，却并

不是一家互联网公司所能承担

的，因此他会比较慎重。

数据观：从行业以及国家

安全的角度，Libra计划对我国

数字金融体系构建有何启示？

赵刚：基础货币是各国维

护经济政治稳定的基础，考虑

到一个金融体系会对全球的经

济政治产生广泛的影响，从这

个角度来看，由各主权国来协

商制定这样一个金融框架会更

为合理。

基于此，我认为Facebook

想要依靠Libra计划替代原有的

模式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

的。但如果Libra计划能促进世

界各国主动拥抱数字货币，并

在此基础上为Facebook等互联

网公司拓展了发展空间，进而

在商业上取得成功，这个可能

性还是比较大的。

中国在数字经济、数字

货币上的研究并不落于人后，

甚至在电子支付方面的经验还

有优先于其他国家。但总体而

言，我们国家是比较鼓励区块

链技术在行业内的应用，在涉

及数字货币上，还是坚持国家

主导。

所以，一方面，央行也成

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统筹力

量对数字货币进行的研究。另

一方面，国家对于如微信、支

付宝这样的国内的科技互联网

公司要求就会更严一点。在这

样的情况下，国内就没有一家

公司敢于像要建立一种无国界

的数字货币，这样以来就少了

这方面的探索，短时间来看确

实会在整个经济时代的先导性

有影响，但是并不是说谨慎就

会落后。

（赵刚：博士，北京赛智

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总

裁，赛智区块链（北京）技术

有限公司创始人，赛智产业研

究院院长。在信息产业和信息

化领域耕耘15年，主持和参与

了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

验区实施方案，著有专著《区

块链：价值互联网的基石》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实践指

南》等。）

来源：数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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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海外扩散，全球金融市场

大幅震荡，投资者对发生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

担忧不断上升。美联储罕见地在半个月的时间里

两次大举降息，在此背景下，有关中国宏观政策

应如何发力的声音渐大渐杂。

针对近期的热点问题，界面新闻分别专访了

几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希望从中找到客观理性

的声音，对市场关切做出回应。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当前

欧美已经来到金融危机的边缘，未来需要关注美

国上市公司债务会否发生大规模违约，这可能是

危机爆发的导火索。美联储在经过两次紧急降息

后，未来可能会继续降息，甚至将利率下调至负

区间。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可能造成的经济冲击，

美联储在当地时间3月3日宣布紧急降息50个基

点，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联储首次在非政

策会议期间降息。但降息带来了更多的恐慌，美

股上周经历大幅动荡，一周之内两次触及熔断。

3月15日，美联储再度宣布降息100个基点，并推

出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QE）计划。

李迅雷认为，就业问题是今年中国经济最

大的风险。现在不是说要达到什么目标，而是要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要出现大的就业问题。

他特别提到，政府要对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的波

动做好预案。在“房住不炒”的前提下，稳定预

期，防止房价暴跌。

对于宏观政策如何发力，李迅雷表示，在财

力有限的情况下，应尽量补贴低收入群体，通过

提振消费，进而稳定就业。货币政策相对来说，

空间较大，可以相机抉择，但要给市场一个好的

预期。

以下为访谈实录：

界面新闻：北京时间周一凌晨美联储突然降

息1个百分点至0%-0.25%，并重启QE。您怎么

评价这一举措？

李迅雷：这个举措主要还是应对流动性问

题，现在市场比较恐慌，与其等到市场大跌之后

再降息，还不如现在先降了。预计美联储接下来

可能还会继续降息，可能降到负利率。

界面新闻：您认为今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乃

至经济危机的风险有多高？

李迅雷：我觉得已经进入到金融危机的边

缘了，尤其是美国和欧洲。未来主要看哪些美国

的大企业借钱来回购股票，到时候，债能不能还

得了？如果出现大部分违约的话，资金链就会中

断，这样就爆发危机了。

如果危机真的来了，应对难度肯定比2008

年要大。2008年的时候，美国政府的杠杆率只有

40%，现在杠杆水平大约在100%，政府还有多

李迅雷：美欧已在金融危机边缘，中国要防房价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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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余力救市？购买资产要有钱，但现在不管是欧

盟还是美国、日本，政府的杠杆水平都太高了。

界面新闻：今年美国已经降息1.5个百分

点，这会不会倒逼中国央行加大降息幅度？

李迅雷：对于中国来讲，名义上降息的空间

比较大。但实际上，我们需要评估降息的效果。

我们需要考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是资金成本

过高的问题。如果不是，而是正常经济运作没法

开展的话，那降息需要慎重。

我认为，我国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疫情

导致复工复产的进度比较慢，而且目前我国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仍在5%以上，在这种情

况下，央行还是要以我为主，按照自己的步调进

行政策工具的组合。

在全球货币宽松下，我国货币政策空间在变

大，但具体怎么用，需要相机抉择，主要是要给

市场一个好的预期。

界面新闻：对于今年的中国经济，您最担心

的问题是什么？

李迅雷：我还是担心就业。这次的就业问题

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严重很多。2008年金融危

机爆发之后，生产可以不受影响，但疫情爆发之

后，生产受到影响，正常就业都受到了影响，更

何况是失业呢？这是疫情带来的一个比较大的影

响。

界面新闻：您对全年中国GDP增速的预测是

多少？

李迅雷：没法预测。因为现在美国、欧洲

的疫情都没有结束。中国经济是一个全球化的经

济，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而海外的疫情什么时

候解除，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影响到全

球产业链，所以这块没法预测。要实现“两个翻

番”，按我们之前的测算，2020年GDP增速至少

要达到5.7%才可以达到目标。

我觉得不爆发金融危机就算好事情，现在大

家都在担忧这个。所以，现在要运用底线思维，

不是说要达到什么目标，而是要防范系统性金融

风险。要做的是把底线稳住，不要出现大的就业

问题就可以了。

界面新闻：从这个角度来说，宏观政策应该

怎么来调配呢？

李迅雷：那就是把房地产给稳住，说白了，

就是要防止房价暴跌。因为在中国，如果说要触

发金融危机，可能就是房地产。

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波动要有预案，但现

在还不到房地产政策调整的时候。危机的传导是

有过程的，不是美国发生危机，中国马上就会发

生危机，可能会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慢慢传导过

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提前准备好对策。

界面新闻：您在提振服务业和稳就业方面，

有何想法？

李迅雷：稳定服务业的就业，其实还是需要

刺激需求。现在因为疫情影响，居民在消费上还

是有顾虑。比如，大家都戴着口罩，那肯定是不

敢去外面吃饭了。

那怎么能够消除顾虑？我觉得这是需要政府

考虑的。实际上现在国内新增病例已经很少了，

政府在引导消费上要把握好度。如果说都是守土

有责，只要这个地方出现病例，地方政府就要担

责，那整个地方经济都难有起色，必须让政府在

这方面免责。

大家有公共安全意识是挺好的，但是过度防

御，对经济带来的危害可能是非常大的。因为有

些消费过去就过去了，尤其服务消费这块是很难

再弥补的。你在外面吃饭，就算疫情过去了，也

不可能要吃个两倍，旅游也是一样的。

界面新闻：刺激消费方面，政策重心应该放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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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我觉得重心还是放在收入结构改

革，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的收入保障，缩小中

低收入阶层跟高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这方面的

政策力度要加大。

至于消费券的发放，首先要判断哪一部分人

是属于需要发放、需要救助的，然后通过比较市

场化的手段进行。发放的渠道有多个，一个是对

低收入阶层，消费券应由政府补贴，用于定向购

买某种消费品；一种是城市、企业发放的旅游消

费券，鼓励大家出去旅游；还有一些购物的消费

券，不一定由政府部门来发，各个企业、商场都

可以发。

界面新闻：都由政府发放消费券的话，会不

会给财政带来比较大的压力？

李迅雷：政府发放消费券当然是依靠财政收

入、财政支出。与其搞投资、搞基建，还不如发

消费券。为什么香港政府每年都给老百姓发钱？

就是它财政支出省下来的。就像海外，要做一个

投资，都要纳税人充分讨论，所以在美国要造座

桥，要修条路，讨论20年都不一定能够修起来。

但是你在居民养老这些方面支出，大家都没有任

何问题。

界面新闻：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财政如何发

力，有人鼓励大规模的基建，包括新基建，也有

人说应该进行“二次房改”，建安居房。您怎么

看待现在这些声音？

李迅雷：挺难的，关键是没钱。从财政赤

字来讲，按照目前情况，比较偏紧的财政赤字

可能要到3.5%，如果再松一松的话，可能要到

4%-5%了。原因在于减税、降费、疫情导致企

业盈利状况恶化，税收收入减少，财政收入整体

大幅下降，刚性支出却在增加，比如防控疫情。

搞大基建，钱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

来源：供应链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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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重点在“防”。打开

百度搜索键入“口罩”二字，显示结果多达9230

万条。世卫组织已经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大流

行”，小小口罩吸引着全世界几十亿人的目光。

小小口罩，背后是环环相扣的生产链条和系

统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一个当今世界最完整的产

业链供应链。

原材料：央企“跨界护盘”，熔喷布产量大

幅提升

口罩的原材料主要是高熔指聚丙烯材料加工

制成的无纺布。医疗口罩一般采用多层结构，其

中最内层和最外层为纺粘无纺布，中间层便是熔

喷布。

熔喷布，是口罩中起过滤作用的关键材料，

是口罩的“心脏”，除了能阻挡较大粉尘颗粒

外，还可以通过表面的静电荷将细小粉尘、细

菌和病毒飞沫吸住。作为过滤功能口罩的必要原

料，1个普通医用外科口罩要使用1层熔喷布，1

个N95口罩则至少要用掉3层熔喷布，1吨熔喷布

可以做100万只医疗外科口罩。

我国熔喷布的产能并不高。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熔喷法非织造布实际产量为5.3523万吨，

占当年纺丝成网非织造布产量的1.8%。

疫情突发，让此前小众的熔喷布一举成为市

场宠儿。面对急剧扩张的需求和口罩原材料短缺

的矛盾，央企纷纷“跨界护盘”。

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把研发口罩所需熔

喷料、熔喷布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周之内便完

成了研发生产的一系列工作。石化院兰州中心仅

用8天就完成关键设备采购、安装，并攻克了相

关技术难题，于2月28日成功开发出中国石油自

主聚丙烯熔喷专用料，日产能2吨。

3月6日24时许，北京西郊中国石化燕山石化

厂区，硕大的熔喷头源源不断地喷出白色纤维，

瞬间凝结成雪白的布匹。参建各方600多名员工

12昼夜连续奋战，中国石化和国机恒天集团合

口罩背后：一个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

【导读】小小口罩，背后是环环相扣的生产链条和系统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一个当今世

界最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供应链金融发展到平台化是金融科技助推的产物，继续往前进一

步向智能化进阶，更是离不开行之有效的金融科技的运用和创新的推动。疫情对供应链金融

的发展、尤其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会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3月5日，根据国务院

办公厅要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简称中物联)通过国资委向国务院报送了《新冠肺炎疫

情下企业复工复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关键堵点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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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建设的燕山石化熔喷无纺布生产线一次开车成

功，产出合格产品。

据国务院国资委医疗物资专项工作组消息，

截至3月6日24时，中央企业熔喷布当日产量已达

到约26吨。随着新的生产线建成投产，熔喷布未

来产量将大幅提升，有效缓解供求紧张局面。

市场监管部门也果断出手。记者10日从市场

监管总局获悉，针对哄抬熔喷布价格违法行为，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依法查处扰乱熔喷布市

场价格秩序的违法行为，坚决斩断哄抬熔喷布价

格的违法链条。

关键设备：协同研发攻关，补齐口罩产业链

短板

在制作熔喷布时，需要把高熔指聚丙烯通

过高速高压的热空气流熔化，再从纺丝微孔中拉

出，在气流引导下均匀地铺在收集装置上，利用

自身余热，粘合成网，还要通过驻极处理，让熔

喷布带上一定电荷，利用静电吸附飞沫，这样，

熔喷布的过滤效率会更高。

熔喷布生产线投资巨大、技术含量较高、设

备安装复杂、对厂房要求高，这些是制约熔喷布

产能扩大的重要因素。“建设一条熔喷布生产线

差不多要800万元，国产设备的交货期要3至4个

月，进口设备则要6至8个月。”江苏某科技公司

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口罩产业链中，作为国内最大的医卫原料

供应商，中国石化原本是最上游聚丙烯原料的生

产者，为保障中游熔喷布价格稳定和下游口罩产

品供应，中国石化决定打通产业链，全面介入熔

喷料、熔喷布和口罩生产。在北京，中国石化燕

山石化2条熔喷布生产线已经投产；在江苏，中

国石化仪征化纤还有8条熔喷布生产线正加速筹

建，预计4月中旬建成投产。10条熔喷布生产线

总投资约2亿元，全部投产后日产量可达18吨医

用口罩熔喷布。

口罩机是影响口罩产量另一环节，也是口罩

产业链的短板。它将多层无纺布通过热压、折叠

成型，超声波焊接，废料切除，耳带鼻梁条焊接

等工序，制造出具有一定过滤性能的各种口罩。

受疫情影响，口罩机同样非常紧缺。总部位

于广州黄埔区的多家骨干企业及其供应链成立了

平面口罩机攻关组，仅用一个月时间攻坚克难，

生产出100台口罩机。据攻关组牵头企业国机智

能公司介绍，10天研制首台套平面口罩机并完成

压力测试，20天生产100台套，是在没有过往经

验、关键零部件采购相当困难、技术人员奇缺、

疫情防控压力很大的情形下完成的。

由航空工业集团研制的“1出2型”高端型

全自动口罩机也在北京成功下线。该型口罩机由

793项、共2365件零件组成，只需简单培训，便

可实现单人操作。计划实现20台的批产，包括样

机在内的24台全部投产后每天将产出300万只口

罩。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院长李志强介绍：

“这24台口罩机，预计3月底全部投产，短期内

实现日产量百万级以上。”

各相关企业接续努力的同时，国资委紧急推

动加大医用口罩机、防护服压条机等关键设备的

研制生产，采用“多家企业、多种方案、多个路

径”的模式攻关。截至3月7日，航空工业集团、

中国船舶集团等6家企业累计制造完成压条机574

台，平面口罩机153台，立体口罩机18台。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口罩生产和出口国，年产

量占全球约50%，工信部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

大陆地区口罩产量超过50亿只，可用于病毒防护

的医用口罩占54%。因此，中国的生产能力对全

球抗疫都具有意义。以美国为例，美国正要求4

家投资亚洲最大经济体的海外企业回国生产口罩

等医疗防护用品，以保障美国本土需要。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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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官员指出，生产相关产品的原材料，是需

要中国市场供应的。事实上，在美口罩生产商将

工厂几乎全部迁到中国市场，美国的口罩90%要

从中国进口。

产业链：全民硬核复产，中国制“罩”为世

界作出贡献

普通医用口罩是由纺粘无纺布层、熔喷无纺

布层、耳带线、鼻梁条等部件组装而成，根据不

同种类还需添加过滤棉层和活性炭层。看似普通

的构件，却涉及化工、纺织、机械、冶金、电子

等基础工业门类，涉及原材料、设备、厂房、资

金、人力、准入许可、生产周期七大要素，而只

有中国，才拥有最完整的口罩产业链、供应链和

生产要素。

至2月29日，中国口罩产量创下新高：全国

口罩日产能达到1.1亿只，日产量达到1.16亿只，

有效满足了疫情防控需求。

“双亿”目标实现的背后，是全国上下齐

心协力的“硬核复产”。国家还通过建立临时收

储制度，明确重点医疗防护物资政府兜底采购收

储；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实行名单制管理，

给予税收、金融支持；建立重点企业生产临时调

度制度，派出驻企特派员全力扩大生产；市场监

管部门“特事特办”，加快审批流程等一系列措

施，为企业创造生产条件。

“双亿”目标实现的关键，是以中国完善的

工业体系、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能力为支撑。

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

的制造业体系。据了解，目前我国拥有41个工业

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

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

的国家。

在3月12日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

务部外贸司司长李兴乾指出，中国将对有关国

家，特别是疫情较重国家和地区，给予力所能

及的帮助。中国政府将继续支持出口企业组织口

罩等医疗物资对外供应，为全球防疫作出应有贡

献。

来源：清风登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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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业供应链管理为基础的金融行为，本

质上是依托供应链运营，开展金融业务，同时借

助金融科技，结合金融业务创新和管理，在加速

整个供应链资金流动效率的同时，也推动产业供

应链的发展，提升产业供应链的总体效率和竞争

力。

这一理解包含了以下几层含义：Supp ly 

Chain Finance 

1 基础环境差异

供应链金融以产业供应链运营管理为基础，

产业供应链运营管理水平高低、现有产业供应链

数字化程度高低、未来数字化的难易程度和成本

的高低都会对该产业的供应链金融产生重要影

响，是供应链金融发展的基础环境。

2 场景诉求差异

金融活动的开展是针对产业供应链的具体业

务进行的，不同产业不同环节的具体业务以及不

同类型的参与主体都会对金融服务产生不同的痛

点和价值诉求。

3 服务扩展创新

供应链金融以产业供应链运营管理为基础，

产业供应链运营管理水平高低、现有产业供应链

数字化程度高低、未来数字化的难易程度和成本

的高低都会对该产业的供应链金融产生重要影

响，是供应链金融发展的基础环境。

4 实务交织关联

高效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可以与产业供应链运

营管理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不仅解决资金

问题，还能帮助提升产业供应链整体竞争力，二

者在实务层面紧密相关，相互影响，不可分开看

待。

5 科技助推前提

供应链金融发展到平台化是金融科技助推

的产物，继续往前进一步向智能化进阶，更是

离不开行之有效的金融科技的运用和创新的推

动。但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大多数科技运用的前提是数字化。具体场

景业务活动的数字化，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的数据基础。

对于供应链金融来说，如何推动产业供应链

参与方的数字化，谁来承担产业数字化的成本是

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否则，供应链金融将无法

跳脱原来传统金融依靠主体财务信息和不动产抵

押、担保的业务局限。

基于以上业务层面对供应链金融的解读。本

文梳理总结了供应链金融平台建设的能力架构。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能力可以是平台提供方自身的优势所

在，也可以平台提供方从能够撬动的合作伙伴资

源处整合到平台上的能力。这是一个相对理想状

态的，比较完备的能力体系框架。

这一方面意味着，在技术和成本经济的现

如何构建供应链金融平台？这8大能力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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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考虑下，实务中从业企业可能并不具备全部能

力，但是完全可以以某一点为切入点先行开展业

务，后续在摸索中逐步成长和完善。比如目前有

不少金融机构首先选择搭建的应收账款链票据平

台。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如果企业具备了建设供

应链金融平台的相对完备能力体系，这些大部分

能力具备可迁移性，最典型的基础功能层的业务

数字化能力、数据清洗整合能力、技术安全能力

都可以帮助企业在别的以数字化为基础的金融服

务中取得优势，比如小微企业数据平台构建业务

等。

供应链金融平台建设能力架构总体分为基础

功能层和业务服务层。

基础功能层主要强调在技术层面有效实现产

业供应链的业务数字化和信息整合。

基础功能层一般包括四种能力，具体如下：

产业场景解构能力

由于供应链金融平台需要为所有产业链成

员提供信息和集成服务，因此需要了解产业链成

员的业务结构、业务特征、业务流程和业务风

险，包括但不限于整个供应链的技术研发、物资

采购、产品生产、分销物流、各类服务的分布状

况、相互之间的关联和联动特点，从而进一步掌

握具体业务环节的资金流动特性，各利益主体的

诉求和痛点。这是帮助各类产业链成员相关业务

有效数字化的前提。

业务数字化能力

在对产业具体业务场景解构的基础上实现业

务的数字化。这一能力强调两个方面：首先是否

将关键业务节点信息真实有效的反应到了平台数

据层面；其次实现这一数字化的成本，包括时间

成本和金钱成本是否可以控制在经济可行的范围

内。

数据清洗整合能力

数据的集成、清洗、整合，是从业务层面对

数据进行解析，为智能化决策提供支撑的重要前

提。

技术安全能力

技术安全能力是指平台技术稳定性、防攻击

的能力。技术安全是平台构建的基础。

基础功能层的几项能力方面，前一项的有效

实施程度都会影响后一项实现的难易程度，前一

项能力越强实现的越好，后一项层面的实现难度

就会相应的降低。最终基础功能层几项能力在平

台对外展现的服务特性上，需要实现可靠性、开

放性、标准化的平衡。

可靠性是指平台作为供应链金融各个参与主

体互动的承接场所，需要在系统稳定性、平台技

术安全性上有着较高的标准和要求，才能获得各

参与方的信任，承载在此基础上的各种功能。

开放性是指平台应有开放式的系统架构设

计，能够实现内外部的灵活对接，使内外部成员

能够使用其建立自身的供应链金融体系或模块，

从而实现连接各类参与主体的全面开放生态。

标准化是指平台需要对接和集成产业供应

链各成员的信息系统，在此基础上需要转化为统

一、标准的信息格式。

业务服务层主要强调在金融服务层面有效实

现产业供应链的资金的高效流动，从而促进整个

产业供应链的提质增效。

业务服务层一般包括四种能力，具体如下：

解决方案设计能力

解决方案设计能力是为产业供应链各方提供

与其具体业务场景相适配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设计能力首先与平台的场景解构能

力相关，深入理解产业供应链业务、流程和资金

流动特点；再者，这需要平台本身或者能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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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方，具备丰富的金融服务产品体系，才能

为企业客户提供多样化选择的可能性。

风控管理能力

风控管理能力是根据平台上整合的结构化

和非结构化信息，监控并管理金融服务中潜在的

风险。风控管理能力与以下几个方面要素息息相

关：

1）平台所能获取和整合的数据信息的相关

性、真实性、丰富性，数据的分析建模、运用与

控制，这里的数据信息不仅包括供应链运营的信

息还包括了客户企业和关联方的其它信息，如：

行业资质、历史违规行为等；

2）与解决方案设计相关的对业务结构的合

理设计，即采用各种手段或组合化解可能存在的

风险和不确定性，包括业务闭合性、交易流程的

收入自偿导向、与企业运营管理流程结合的动产

监管措施等；

3）与具体客户企业所在产业供应链深度相

关的行业隐性认知，这些行业隐性认知能够帮助

平台突破传统的企业财务信息的表象局限，提前

发现一些与行业特性高度相关的隐藏风险点。

渠道服务能力

渠道服务能力是通过互联网化的渠道，快捷

有效和客户达成沟通，做好终端支持和服务的能

力。

业务安全能力

业务安全能力是指平台上各相关参与主体的

账户安全、数据安全、服务安全等，这是业务顺

利开展的基础和保障。

业务服务层的各项能力相关关联，一定程

度上相互影响，在平台整体对外展现的服务特性

上，需要实现穿透适配、动态快捷和微服务化。

1）穿透适配，是指金融产品的设计，一方

面要穿透到整个企业甚至产业供应链的运营中，

挖掘整个产业链的各个层级企业的联动需求，形

成产业闭合，达到产业链的穿透适配；另一方面

要综合考虑产业供应链某一节点单个企业的融

资、现金管理、理财、保险等多方面需求，以综

合性金融服务解决方案的方式达到单个节点的产

投适配。

2）动态快捷，是指供应链金融平台需要快

速构建适时的风控能力与客户交互能力。

包括：

（a）动态的风控和授信策略，实现融资额

度的实时更新和管理，银行账户接口实现及时放

款到账；

（b）全线上操作与交互，当企业客户需求

或状况发生变化时，快速响应企业客户需求。

3）微服务化，是指供应链金融平台需要对

接多个金融机构的多样金融产品，既要达到差异

化的穿透适配，又要实现动态快捷的管理和响

应，唯有对金融产品进行微服务化解构，标准化

封装，然后在具体场景中进行穿透适配的组合设

计输出。

来源：报告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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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国的快速蔓延，对全

球供应链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疫情严重地区的供

应链面临破裂和消失、部分跨国供应链中断与重

构、一些产业加速衰退与转移、供应链金融风险

凸显。为有效应对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保

障世界经济稳定与有序运行，世界各国应联合起

来，发挥比较优势，联手抗击疫情，共同维护全

球供应链安全，促进贸易便利化和物流供应链畅

通。我国要在严防严控国内疫情、有效管控国际

疫情输入的同时，稳妥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充分

发挥产业优势，推动全球供应链安全治理，为世

界经济稳定、发展与繁荣做出贡献。

各国联手抗击疫情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

第一，各国加强联合抗疫，保障全球供应

链节点安全。在病毒面前，人类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各国要同舟共济，共抗

疫情。各国间要加强病毒检测交流合作，分享疫

情防控经验和做法，携手共克时艰。各国要加强

对机场、口岸的卫生检查，对于疫情严重国家游

客，应采取最高级别的防控措施。在优先保证国

内需求基础上，向疫情严重国家提供必备疫情防

控物资。

第二，推动全球供应链安全治理，保障跨

境供应链通畅。各国加强贸易合作和海关协作磋

商，在有效疫情防控前提下尽快恢复国际航线、

尽快解除相关贸易国的海关限制、停航、停运、

拒收以及关税上调等管制手段，打通跨境物流通

道壁垒，确保跨境供应链通畅。要加强各国产能

供需信息的沟通与合作，推动建立疫情条件下的

供应链产能协调多边合作框架；积极推动全球供

应链安全治理体系构建，探索相应的治理机制、

决策体系、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加强数字供应链体系建设，构建“数字

丝绸之路”，促进沿线国家核心生产要素、区域

优势资源、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便利链接与整

合，降低交易成本。

第三，发挥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作用，建立全

球供应链应急协同机制。发挥联合国、WTO、

WHO等国际机构作用，在充分吸收各国应对突

发公共事件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全球供

应链应急协同机制建设，构建基于全球应急事件

的供应链应急体制、机制和国际法律体系，推动

全球供应链应急预警体系建设与信息共享，构建

全球应急资源信息发布平台，助力应急救援物资

的全球协同调度。

第四，坚定维护全球自由贸易规则。世界各

国应共同推动贸易自由化，进一步强化各国间自

由贸易合作关系，推动全球人流、商流、物流、

资金流、信息流的高效流动，构筑更高开放水平

的区域产业链、科技创新链和全球价值链。我国

作为全球化坚定推动者，可在全球性、区域性治

理平台中发挥更加重大的作用。

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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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充分发挥产业优势推动全球供应链安

全治理

首先，统筹稳妥推进复工复产与防范国际

疫情输入。一是进一步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

策略，尽快推进各省市的物流通道恢复，确保企

业复工生产需要的原料和物资得到快速补给，居

民网上采购日常生活必需物资和防疫物资得到优

先保障；二是要加快发展应急产业，加强应急物

资生产，提升应急物资保障能力。鼓励有条件的

地区发展各具特色的应急产业集聚区，建设国家

应急产业示范基地，打造应急物资和生产能力储

备基地，完善区域性应急产业链。支持与生产生

活密切相关的应急服务机构发展；三是在稳妥推

进复工复产的基础上，优先做好口岸城市和国际

航空枢纽城市的疫情防控物资战略储备，包括口

罩、防护服、护目镜、消毒物品、医疗器械等物

资，保证物资充足，全力保障供应。全面升级国

际疫情应对措施，防肺炎病毒国际输入。

其次，大力增强数字化能力，推动供应链效

率变革。一是以数字化建设为目标，推动新一轮

基础设施建设，启动“新基建”行动计划。支撑

未来20年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是

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互联网等数字经济领

域的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

升级领域基础设施。要放开数字基建领域的市场准

入，扩大投资主体，鼓励民间资本投入，推动配套

激励制度变革；二是要推动在线办公、视频会议、

远程协同、数字化管理在企业管理中应用。生产企

业要开展数字化供应链解决方案建设，积极推进敏

捷生产、自动化生产、智能制造、智能运维，推进

3D打印技术应用。服务企业要开展数字化转型，重

视消费者安全性、环保化、定制化需求，打通线上

线下全渠道服务链条，积极推进智慧门店运营。物

流企业要重视无人技术与装备在行业中的推广；三

是鼓励企业加强供应链流程数字化管理能力建设，

利用数字化技术为可控及可预见的供应不确定性提

前准备解决方案，推动供应链管理的效率变革。

第三，加大金融风险监测力度，保障供应链

金融安全。做好抗疫期间高风险金融机构信用、

流动性、负面舆情等风险监测、预警和化解工

作，打通企业复工复产的供应链条和金融链条。

对涉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

游、汽车制造、半导体、轨道交通、进出口贸易

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建立重点监测机制，对

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企业和项目，不盲目抽

贷、断贷、压贷，延长贷款期限和减费降息。

第四，打造供应链领先高地。作为全球供应

链的重要枢纽，我国正在全力推进外贸外资企业复

工达产，以特殊时期的超常规举措力保关键环节和

龙头企业正常运转，为全球供应链稳定护航。可通

过加强同经贸伙伴的沟通协调，优先保障在全球供

应链中有重要影响的龙头企业和关键环节恢复生产

供应。通过巨大的中国制造产能恢复，加大在防疫

物资的全球供应保障，积极协调与其他国家港口、

物流、海关、贸易、检验等供应链流程协同，为

世界各国抗“疫”提供应急物资。

抓紧构建全球供应链风险预警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自主创新、关键供应商自给、实施供应链备链计

划等方式，在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加强供应

链弹性建设。积极发展应急产业供应链，重构突发事件

应急供应链服务体系，健全应急供应链产能弹性机制。

将非常规突发事件供应链应急能力作为评估企业供应

链成熟度的重要指标，加强突发事件的情景推演，推

动企业在供应链技术、组织理念、流程、合作方式等

方面的应急变革能力。扶持领先企业供应链体系建

设，促进优势企业对供应链的主导力和管控力，将我

国产业优势长期稳定地嵌入到全球供应链体系中。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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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血液，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作为最为吸金的行业之一，金融业得到

众多中小企业主青睐。而旨在实现产融共赢的供

应链金融更是近几年来发展起来的一块大蛋糕。

其实供应链金融一直都在，只是在以前更多

的是由银行主导，但互联网背景下，供应链金融

可谓是被玩地风生水起，现在供应链金融企业正

呈现出红火的发展态势。

供应链金融具有优化和发展供应链的能动作

用，良好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不仅能解决资金问题，

甚至能帮助产业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供应链体系。

企业为什么选择供应链金融？

1、作为买方，企业需要付款

在传统设置中，买方和供应商就是要在需要

交付的耗材付款条款方面达成一致。该付款期限

将在发票中注明，该发票在交付货物时传递给买

方；这意味着买方在发票到期日之前需要支付全

额交付的物资。

这种设置给买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他

们需要及时分配足够的资金来支付供应商，或者

有可能使他们与供应商的关系变得紧张。

但是，根据供应链金融计划，买方可以延长

发票的付款条件，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分配他们需

要支付的款项。这是通过计划下的第三方出资者

来完成的，他们将提前支付买方的付款，然后出

资者和买方可以就新的付款期限达成一致。

2、作为供应商，企业需要提前付款

如果没有供应链金融计划，供应商别无选

择，只能等待买方付款。这会损害供应商的工作

流程效率，并增加供应链的风险。如果供应商用

尽运营资金，他们可能还需要贷款，这可能会给

他们的财务状况带来更多的压力。

通过供应链金融计划，供应商无需担心现

金流。供应商可以简单地利用其买方的供应链计

划，并让资助者提前支付它们以换取销售发票。

3、存在最小的供应链风险

如果没有供应链金融计划，供应商和买方都

会承担可能对其业务造成损害的风险。

当供应商同意买家的长期付款时，他们会冒

很大的风险，特别是当他们的买家是中小型企业或

初创企业时，对于买家而言，如果他们无法按时付

款，他们就有可能使与供应商的关系变得紧张。

在供应链金融计划下，这些风险会最小化。

由于第三方出资者的保障，供应商与买方关系不

会因财务问题而紧张。而且由于买家可以向第三

方出资者索要延期付款，因此买家支付给出资者

的压力更小，时间更短。

4、资产负债表中没有债务

与从银行获得贷款不同，供应链金融不会在

资产负债表中登记为债务。这是因为融资是买方

应付账款融资的一部分，他们有义务支付并且不

会产生利息。这有助于保持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除

企业选择供应链金融理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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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任何不必要的债务，但这可能会损害他们对银

行的信誉，甚至给潜在投资者留下负面印象。

虽然传统的设置仍然在当今的企业环境中得

到广泛应用，但供应链金融正在迅速成为一种不

断增长的实践，并使许多公司受益，包括中小企

业和大型企业。

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要做的就是去建立合适

的机制使两方能够通过你的方式实现共赢，从而

能够成为一个有效连接的整体。

5、优化产业链

供应链金融的宗旨在于优化整个产业的现金

流，缩短现金流量周期，让利益各方都能用较低

资金成本实现较高的经营绩效，因此，从这个意

义上讲，供应链金融不仅仅是融资借贷，它包括

更为广义的金融服务活动，通过各类金融机构和

产品共同为产业供应链服务。

供应链金融有什么优势？

1、供应链金融高效解决融资难

供应链金融主要模式是以企业的上下游企业

为服务对象，根据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行业，为其

设计的金融产品也会不同。

通过大数据，可以预测某家企业的产品销量

走势、产品价格变化走势，这些数据流会形成评

估企业的信用基础。通过大数据征信系统，银行

可以更好地评估交易商的信用情况，据此给企业

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方便高效地解决中小企业

融资难问题。

2、提高上下游产业链条中的融资安全性

掌控的不同的细分行业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

服务，这不但能为金融平台带来大量的风险可控

的优质项目，也能为企业及其上下游供应链企业

的业务扩张提供资金的保证。

满足不同的小微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的融

资需求，提供更加灵活和个性化的供应链融资产

品，并且供应链金融产品的控制流程能大大提高企

业对其上下游企业的掌控度，降低企业在迅速发展

过程中由于上下游链条的不可控性带来的风险。

3、加快资金循环，提高资金效率

供应链金融获得空间突破，充分对接现有需

求，通过云计算和大数据在B2B领域的应用，全

面降低交易成本。

供应链金融形成服务于供应链交易过程的一

体化闭环模式，加速产业资金流动，激发经济活

力。供应链金融新商业模式打通资金循环障碍，

形成突破性优势，资金需求和供给得到全面贯

通，供应链金融从内部资金调剂余缺和外部资金

流入两个层面，加速资金循环。

4、为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活力

在线供应链金融不止是线下到线上的延伸，

还是一种突破性的转变。可以通过向上游产业延

伸与生产系统集成，向下游产业链延伸与仓储物

流以及终端管理系统集成，充分实践产融结合，

使供应链中各个环节的信息贯穿起来，让供应链

金融模式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通过产融结合，可以整合供应链中的信息流和

资金流，运用到供应链中，为生产企业、贸易商和

终端用户提供更全面、有效的供应链金融服务。

供应链金融可以支持企业通过供应链协同、

互联网化、商业模式转型，实现转换增长方式和

升级发展，这必然给供应链金融企业在新经济期

发展提供重大机遇。

总之，在金融创新和经济转型中，供应链金

融成为促进金融良性发展、以金融活力激发经济

活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力抓手，同时也为

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提供了新兴的有效工具。

为此，金融企业、工业企业和行业龙头公司都纷

纷抢滩供应链金融新蓝海。

来源：融资租赁创新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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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由新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还

在延续，受疫情影响，国内很多中小微企业的生

产经营受到严重打击。面对疫情危机，国内的供

应链金融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如何，对于中小微企

业影响如何？ 核心企业应该怎么做？

供应链金融领域的著名专家、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副院长宋华教授新文带你一探究竟。

新型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中小企业的生存

和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这两天如何帮助中小企

业，抵御疫情带来的危机，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

重要经济问题，各地政府也开始纷纷研讨政策措

施，以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面对肆虐的疫情，应该如何从供应链金融

的角度帮助中小企业？此外，这是否也是供应链

金融发展的契机？我认为疫情对供应链金融的发

展、尤其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会起到

雪上加霜的作用。

事实上，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供应链金融

就呈现出外热内冷的状态，一方面全国各地、各

行业都在讨论供应链金融，政府部门也出台了很

多政策措施；但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事实上缩紧

了对中小企业的借贷，有些金融机构几乎完全中

断了供应链金融业务。这是由于去年下半年的经

济波动，造成中小企业的经营愈发艰难，使得借

贷的违约可能增大。因此，金融机构不约而同地

降低了对中小企业的借贷规模。而此次疫情使得

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和挑战更大，因为疫情必然

造成企业经营环境严峻、运营不稳定、利润率降

低，相比去年，运营资金的困难会进一步加剧。

此外，疫情会使整个供应链面临巨大挑战，

一是不能正常开工造成的供应链运营稳定性受

创，二是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其出口压力将

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增大。上述种种情况，都会进

一步加大中小企业的资金压力。因而，要真正推

动供应链金融发展，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需

要系统地寻找解决之道。

首先，从产业企业的视角看，此次疫情迫使

中小企业加紧培育两种能力，一是供应链运营的

恢复能力，或者说弹性经营能力；二是数字化能

力。否则，面对疫情，难以在本已困难的环境下

生存和发展。具体而言，中小企业本身需要通过

数字化提升自身的运营能力，既能提高运营的效

率，也能及时将经营能力和行为数字传递给金融

机构，增强获得支持的力度。

另外，对于中小企业而言，需要有抵御供应

链系统风险的能力。疫情对通常的供应链运营造

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一情境下，中小企业

如何及时调整经营方式、经营流程和业务、将风

险控制在最小程度，这是企业的能力，这种能力

在今天尤其重要。例如，在无法正常开工的情况

下，如何有效地通过远程办公或者网络轻生产等

模式，调整业务运营，这已经是很多中小企业面

直面疫情，如何通过供应链金融助中小企业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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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挑战，只有积极应对而不是被动等待，才能

使中小企业持续生存和发展。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疫情的冲击

下，产业中的核心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应当承

担起扶持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义务。这在供应链

金融系统中主要表现为确权和及时支持，这一问

题一直是中国产业的老大难问题，大企业、核心

企业耍流氓，不确权、不及时支付已成为危害商

业文明的重要现象。

而令人担忧的是，疫情使得中小企业经营难

以为继，为了生存发展，被迫进一步承受大企业

的欺凌，这可能会进一步扭曲、混乱商业秩序。

因此，在当前情况下，应当立刻制定政策措施

（哪怕是临时措施），杜绝大企业不确权、不及

时支付，同时对于大企业假借供应链金融，强迫

中小企业使用其金融产品给予限制。

其次，从金融机构的角度看，此次疫情的

发生迫切需要金融机构转变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服

务方式，充分运用互联网、现代新型信息通讯

技术，发展在线数字供应链金融。传统借贷的风

险评价和管理难以适应目前金融活动的要求，供

应链金融能够有效服务中小企业，必须建立在及

时、透明、可追溯以及关联管理的基础上。

“透明”指的是能够实时把握中小企业的经

营状态和资金使用情况，“及时”指的是任何信

息的反馈是零延迟，“可追溯”则是能够了解供

应链运营的全过程、追溯任何环节、任何主体间

发生的凭证票据或者资产转移的过程，“关联管

理”是指能把握中小企业的各方面状况，包括利

益相关者的状态。

在此次疫情影响下，不同行业、不同区域、

不同类型的中小企业受到冲击的程度不尽一致，

有些行业可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诸如旅游、

餐饮等，而有些行业可能影响较小，甚至还会出

现需求爆发，诸如农产品、生物医药等。因此，

如何精确地了解行业和企业的状态，特别是业务

运营的特点和资金需要的状况和程度，成为了金

融机构有效开展供应链金融的关键。

此外，中小企业一旦恢复生产经营，具体的

经营状况如何？上下游业务如何开展？单证、票

据流转的状态如何？资金流动性如何？这些问题

都需要借助于在线数字化管理来精确把握。而不

能像以往一样，金融机构采取一刀切的方法，来

应对中小企业违约率高的问题，即不加区分，为

了控制风险，无论好坏，一律停贷。

当然，除了上述举措外，对于能够扶持、

可以扶持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需要投入更多的

资源来帮助其抗疫情、渡难关，包括提供低利率

资金、降低担保、保险费率等等。特别是对于那

些能够与核心企业或平台生态紧密合作的中小企

业，一旦符合支持的条件和要求，一定要借助于

在线数字金融服务平台，做到融资到位、支付清

分高效。

最后，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为中小企业抗

疫情，恢复生产、促进供应链金融业务有序发展

创造良好、公平的制度环境是当前最为重要的任

务。一是降低中小企业的税负，助力供应链运营

的稳定。为保障中小企业尽快恢复生产经营，或

为疫情的控制提供必要的服务。

来源：交易银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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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如何更好的抓

住链条上关键节点，更好为客户提供信息流、资

金流、物流服务的同时，把控业务风险，使链条

各方利益最大化？在这以反向明保理业务为例进

行简单分析。

供应链金融（Supply Chain Finance）是商

业银行信贷业务的一个专业领域（银行层面），

也是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一种融资渠道（企业

层面）。指银行向客户（核心企业）提供融资和

其他结算、理财服务，同时向这些客户的供应商

提供贷款及时收达的便利，或者向其分销商提供

预付款代付及存货融资服务。

一、传统模式之痛

传统的供应链金融：1+1+N模式= 1家银行

+1个核心企业+N个配套企业组成的服务模式。

谁痛，痛在哪里？

一家银行需要对合作的每个核心企业的信用

资质进行把控，一旦核心企业所属不同行业，或

者所属的行业是银行所不熟悉的领域，对银行都

是极具挑战性的。最终的结果是：银行为了控制

风险，会放弃不熟悉或难以把控的领域，客户由

于银行的严苛无法获得融资。

二、新模式切入点

模式定义为N+N+N=第1个N为多家金融服

务机构（包括银行），第2个N为多家核心企业，

第3个N为多个配套企业。平台则作为服务模式的

重要支撑点，为3N提供物流、资金、仓储、信息

一体化的在线供应链金融服务。

平台需具备的优势：不仅要为3N各角色企

业的提供无缝链接的供应链金融服务系统平台，

更重要的一点是要有非常丰富的垂直细分行业经

验，这样才能更好的把控风险。

解决了谁的哪些痛点？

银行——依托于平台的丰富行业经验，资金

机构可以把平台作为“核心企业”统一授信。不

必对众多核心企业一一审核，解决了金融机构对

不熟悉领域的畏惧。

企业——平台引入多家资金机构，以匹配撮

合的方式服务于企业，解决掉企业“受制于人”

的尴尬境地。

六大方面分析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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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位一体化的配套服务，平台不仅解决贸

易本身的资金问题，同时提供供应链上的物流、

监管、保险服务，实现供应链生态圈服务。

三、服务模式之一 ：反向明保理融资

根据不同的行业及不同的融资对象制定不同

保理融资策略，本文示例反向明保理融资业务。

除了具备保理融资的基本属性外，还要具备

以下属性：

反向：融资客户在上游，对上游的征信是

必不可少的，但是之所以业务成立是因为核心企

业在下游，平台是基于下游核心企业的规模、资

质、信誉开展此项业务；

明：要求上下游之间是存量业务，融资客户

要出具过往贸易往来的合同及款项信息来证明这

是存量业务，另外需要下游核心企业知晓并积极

配合上游的融资过程；

执行公司：执行公司借用了SPV的概念诞生

的一种公司形式，资金机构或平台指定的穿插在

贸易中链条中，以控制资金流动方向，借此控制

资金风险。

平台做什么来达到盈利的目标？

引入资金机构、开发客户、客户征信调研、

物流监管、提供结算服务、风险控制。

引入资金机构：资金机构可以是银行也可以

是非银机构。那么资金方凭什么信任平台？那就

需要平台在这个垂直领域的优势——多年的行业

经验、有效的控钱控货能力；

客户的开发：由业务人员完成，开发过程不

详述；

征信调研：对上游（融资方）征信调研，通

过个征信平台（如：天眼查、启信宝、法律文书

网等）查询企业征信情况；

存量业务取证：融资客户需出具与下游客户

的业务往来合同及付款凭证，证明之前存在存量

业务；

监管：平台会负责业务员各环节的监管，以

防造假；

结算服务：平台为上下游及资金机构进行业

务结算、费用结算；

风险控制：简单来说——要么控钱VS要么控

货。

四、如何将业务模式平台化

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是由多维系统协调构建

而成，核心是业务系统、客户管理系统、企业内

部OA、财务结算SAP、风控系统以及与第三方合

作对接的系统（物流仓储、银行、数字签章）。

上节只是举例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的一种产品模

式，那为了业务快速创新，避免系统资源浪费，

将平台架构设计成如下形式，前台、中台、后

台。

前台：客户融资服务入口；

中台：也是支撑层，将各个模块松耦合，可

根据前端业务模式以积木搭建的形式进行快速组

合；

后台：IT基础架构，为中台和前台做基础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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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平台化的难点

众所周知，大宗商品的特点是体量大，比

如：煤炭，动力煤价格在500-800元/吨之前，一

般以万吨计，那么货款为600*10000=600万元。

这种体量如果实现在线支付其实就非常困难。

第三方支付对接方便，但是都有支付限额的

要求，远远无法满足大额支付需求；

如果直接对接银行，那么问题更多，每家银

行对开户、支付、结算的要求都不一致，所以对

接几家银行虽然是平台可以承受的成本，但是会

给客户带来开户及支付上的诸多不便；

既然支付不能平台化，其实是给平台化进展

带来了断点，资金流水只能通过回补及多方确认

的方式保证数据完整性。

六、标准化

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化的推进较

toC端产品要复杂和笨重的多，不过新秩序都要

经过野蛮成长，不断的标准化之后才能诞生。

供应链金融原有的形态如保理业务、仓单

质押、订单融资等仍然是核心业务，新产品是在

原有产品基础上添加了更多服务因素，为客户提

供一种崭新的产品体验，那么如果让客户更好的

“玩耍”这个产品呢？

这就需要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不断对产品进

行标准化，这个过程也就是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

的建设过程。

来源：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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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血液，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作为最为吸金的行业之一，金融业得到

众多中小企业主青睐。而旨在实现产融共赢的供

应链金融更是近几年来发展起来的一块大蛋糕。

其实供应链金融一直都在，只是在以前更多

的是由银行主导，但互联网背景下，供应链金融

可谓是被玩地风生水起，现在供应链金融企业正

呈现出红火的发展态势。

供应链金融具有优化和发展供应链的能动作

用，良好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不仅能解决资金问题，

甚至能帮助产业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供应链体系。

企业为什么选择供应链金融？

1、作为买方，企业需要付款

在传统设置中，买方和供应商就是要在需要

交付的耗材付款条款方面达成一致。该付款期限

将在发票中注明，该发票在交付货物时传递给买

方；这意味着买方在发票到期日之前需要支付全

额交付的物资。

这种设置给买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他

们需要及时分配足够的资金来支付供应商，或者

有可能使他们与供应商的关系变得紧张。

但是，根据供应链金融计划，买方可以延长

发票的付款条件，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分配他们需

要支付的款项。这是通过计划下的第三方出资者

来完成的，他们将提前支付买方的付款，然后出

资者和买方可以就新的付款期限达成一致。

2、作为供应商，企业需要提前付款

如果没有供应链金融计划，供应商别无选

择，只能等待买方付款。这会损害供应商的工作

流程效率，并增加供应链的风险。如果供应商用

尽运营资金，他们可能还需要贷款，这可能会给

他们的财务状况带来更多的压力。

通过供应链金融计划，供应商无需担心现

金流。供应商可以简单地利用其买方的供应链计

划，并让资助者提前支付它们以换取销售发票。

3、存在最小的供应链风险

如果没有供应链金融计划，供应商和买方都

会承担可能对其业务造成损害的风险。

当供应商同意买家的长期付款时，他们会冒

很大的风险，特别是当他们的买家是中小型企业或

初创企业时，对于买家而言，如果他们无法按时付

款，他们就有可能使与供应商的关系变得紧张。

在供应链金融计划下，这些风险会最小化。

由于第三方出资者的保障，供应商与买方关系不

会因财务问题而紧张。而且由于买家可以向第三

方出资者索要延期付款，因此买家支付给出资者

的压力更小，时间更短。

4、资产负债表中没有债务

与从银行获得贷款不同，供应链金融不会在

资产负债表中登记为债务。这是因为融资是买方

应付账款融资的一部分，他们有义务支付并且不

会产生利息。这有助于保持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除

企业选择供应链金融理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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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任何不必要的债务，但这可能会损害他们对银

行的信誉，甚至给潜在投资者留下负面印象。

虽然传统的设置仍然在当今的企业环境中得

到广泛应用，但供应链金融正在迅速成为一种不

断增长的实践，并使许多公司受益，包括中小企

业和大型企业。

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要做的就是去建立合适

的机制使两方能够通过你的方式实现共赢，从而

能够成为一个有效连接的整体。

5、优化产业链

供应链金融的宗旨在于优化整个产业的现金

流，缩短现金流量周期，让利益各方都能用较低

资金成本实现较高的经营绩效，因此，从这个意

义上讲，供应链金融不仅仅是融资借贷，它包括

更为广义的金融服务活动，通过各类金融机构和

产品共同为产业供应链服务。

供应链金融有什么优势？

1、供应链金融高效解决融资难

供应链金融主要模式是以企业的上下游企业

为服务对象，根据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行业，为其

设计的金融产品也会不同。

通过大数据，可以预测某家企业的产品销量

走势、产品价格变化走势，这些数据流会形成评

估企业的信用基础。通过大数据征信系统，银行

可以更好地评估交易商的信用情况，据此给企业

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方便高效地解决中小企业

融资难问题。

2、提高上下游产业链条中的融资安全性

掌控的不同的细分行业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

服务，这不但能为金融平台带来大量的风险可控

的优质项目，也能为企业及其上下游供应链企业

的业务扩张提供资金的保证。

满足不同的小微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的融

资需求，提供更加灵活和个性化的供应链融资产

品，并且供应链金融产品的控制流程能大大提高企

业对其上下游企业的掌控度，降低企业在迅速发展

过程中由于上下游链条的不可控性带来的风险。

3、加快资金循环，提高资金效率

供应链金融获得空间突破，充分对接现有需

求，通过云计算和大数据在B2B领域的应用，全

面降低交易成本。

供应链金融形成服务于供应链交易过程的一

体化闭环模式，加速产业资金流动，激发经济活

力。供应链金融新商业模式打通资金循环障碍，

形成突破性优势，资金需求和供给得到全面贯

通，供应链金融从内部资金调剂余缺和外部资金

流入两个层面，加速资金循环。

4、为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活力

在线供应链金融不止是线下到线上的延伸，

还是一种突破性的转变。可以通过向上游产业延

伸与生产系统集成，向下游产业链延伸与仓储物

流以及终端管理系统集成，充分实践产融结合，

使供应链中各个环节的信息贯穿起来，让供应链

金融模式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通过产融结合，可以整合供应链中的信息流和

资金流，运用到供应链中，为生产企业、贸易商和

终端用户提供更全面、有效的供应链金融服务。

供应链金融可以支持企业通过供应链协同、

互联网化、商业模式转型，实现转换增长方式和

升级发展，这必然给供应链金融企业在新经济期

发展提供重大机遇。

总之，在金融创新和经济转型中，供应链金

融成为促进金融良性发展、以金融活力激发经济

活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力抓手，同时也为

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提供了新兴的有效工具。

为此，金融企业、工业企业和行业龙头公司都纷

纷抢滩供应链金融新蓝海。

来源：融资租赁创新基地



128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全球供应链对全球企业、全球市场、全球用

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

制造业已经完全融入全球价值链，在国际分工体

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企业长时间不

能正常运转，必将影响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行，

在全球产业生态中触发“蝴蝶效应”。因此，必

须“两手抓”，一手抓防控疫情，一手抓生产，

确保“双线”作战都取得胜利。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国各

地各行业都加快了复工复产步伐。一手抓防疫、

一手抓生产成为当下的主题。

作为全球第一大个人电脑和智能设备制造

商，联想是行业内率先复工复产的企业之一。目

前，除了武汉和成都，联想在全国范围内的绝大

部分工厂均已开工，并逐步提升产能。

联想能够迅速恢复生产，得益于长期全球化

运营所培养起来的风险意识——早做打算，充分

准备。作为一家全球化高科技制造公司，我们深

刻认识到尽早复工复产对于稳定全球供应链的意

义，认识到作为行业引领者所肩负的保卫“中国

制造”的责任。

从春节前疫情暴发伊始，联想就判断，疫情

不仅会影响市场需求，而且会影响供应和生产。

要保障全球订单按时交付，就必须迅速行动，做

好人员、物资、供应链等各方面的充分准备。

首先，要保障员工的健康和安全。秉承以人

为本的态度，联想第一时间成立了“疫情指挥小

组”，要求员工每天报备个人信息，同时在春节

前就开始储备口罩等防疫物资。正式复工后，公

司每天为员工提供口罩，测体温，在工区定时消

毒、通风，并采取网格化管理、分批分时用餐等

保障措施，最大限度确保员工安全。

其次，要保障供应链正常运转。零部件充

足供应是恢复生产的重要前提。联想很早就意识

到，疫情可能会影响甚至中断供应链。基于这一

判断，我们在春节前就全力“囤货”，无论是生

产所需的各种零部件还是产品包装盒，均储备了

几个星期的用量。同时，主动与全球供应商、客

户保持沟通，制定采购、交付方案，保障后期持

续供给。

不过，联想也遇到了困境。工厂要想运转，

必须有足够的工人返岗工作。但春节后，严峻的

疫情形势使得工人不能如期返程。针对这一情

况，联想积极想办法，采取抱团取暖方式，在合

肥、深圳、武汉生产基地优先向临时歇业的中小

企业商户员工提供产品组装、包装等短期工作机

会，既帮助中小企业解了燃眉之急，也解决了联

想的用工问题。

事实上，联想并非没有担心过率先复工复产

带来的风险。可是，作为一家十几年来一直深耕

国际市场的制造企业，我们深刻认识到全球供应

链对全球企业、全球市场、全球用户的重要性。

中国制造业为全球供应链正常运行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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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已经完全融入

全球价值链，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

的地位。仅中国生产的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产

品，产量在全球市场占比就已超过80%。一座高

速运转的“世界工厂”猝然断电，必将中断全球

供应链的正常运行，在全球产业生态中触发一场

“蝴蝶效应”。长此以往，不仅会造成订单流失

和转移，还会影响“中国制造”的国际地位。

联想是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以25%

的市场份额位居全球第一，在180个国家和地区

开展业务，客户和供应链遍布全球。联想在合肥

的联宝工厂是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研发和生产基

地，全球每8台个人电脑中就有1台产自这里。

联想深知，能够尽早复工复产，不仅能够满足出

口需求，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能够更

快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零部件供应商恢复运转，

从而拉动全价值链的合作伙伴一起，齐心协力共

同捍卫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因此，在抓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迅速恢复生产，稳定全球供应

链，保卫“中国制造”，这既是联想的义务，也

是责任。

这场突发的疫情，虽然在短期内对各行各业

都造成了一定冲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像

一面棱镜，折射出中国制造业未来转型升级的动

力和方向。

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链条和配套最完善

的制造业体系，正处于从“制造大国”迈向“制

造强国”的关键阶段。在本次抗击疫情过程中，

无论是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办公还是智能

制造、智能科技都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因此，加

快推动中国制造自动化、智能化转型，加快推动

工业互联网发展，不仅可以有效应对各种风险，

而且能够帮助中国制造业提质增效，降低成本，

创新商业模式，推动产业升级转换，迈向全球价

值链中高端。

危机孕育机遇。疫情的阴霾终将散去，在

抓好防疫、有序复产、稳定全球供应链的同时，

企业应当苦练内功，并积极推动中国智能制造

转型升级，惟有如此才能增强中国经济的“免疫

力”，不负“世界工厂”的大国担当，为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动能。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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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要求，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简称中物联)通过国资委向国务

院报送了《新冠肺炎疫情下企业复工复产在产业

链、供应链上的关键堵点和政策建议》（以下简

称《建议》）。

《建议》指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以来，各行业复

工复产工作陆续展开，多数产业链、供应链开始恢

复。但是，也存在一些关键堵点，影响和制约了国

内甚至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复工进度。总体来看，当

前产业链、供应链上存在以下关键堵点：

一是大宗商品爆仓和滞港。据中物联数据

显示，2020年2月中国仓储指数期末库存指数为

54.5%，较上月回升0.8个百分点，其中，钢材、

有色、化工、建材类大宗商品库存较上月有明显

回升。

二是商品周转效率显著下降。2月份，中国

仓储指数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25.0%，较上月下

降24.5个百分点。反映出受疫情因素影响，进出

库周转次数明显减少，库存周转效率显著降低。

三是生产原燃料库存告急。受原燃料供应物

流保障不够影响，部分企业出现生产原燃料库存

不足情况。生产原燃料不足给生产组织、顺行、

安全等造成了巨大困难。

四是全球供应链体系失衡。受疫情影响，国

际航班大批停运，导致原来以客机腹仓的航空物

流无法开展，直接影响相关产业的全球供应链保

障。国际航运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由于港口一

度封闭，港口压港滞港现象严重，大量出口集装

箱无法按期运出，大量进口集装箱也无法按期进

入，严重影响了全球布局的制造业产业链供应，

导致全球供应链运转不畅。

《建议》分析了当前产业链、供应链上关

键堵点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人、财、物”三个方

面。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关键堵点和产

生原因，结合行业企业反映诉求，《建议》提出

六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加强统筹，突出重点；

二是支持返岗，鼓励复工；

三是疏导物流，加快周转；

四是财政支持，金融补贴；

五是税收支持，减税降费；

六是物资保障，为企服务。

在资金支持方面，建议对于重点支持企业

提供贴息、免息贷款等财政补贴，加强核心企业

的欠款清偿工作进度，尽快使上下游企业资金回

笼。对于暂时无法清偿的，核心企业主动配合完

成应收账款的确权工作，协助上下游企业与金融

机构尽快完成融资贷款。落实金融机构减免企业

贷款罚息、利息，通过延期、展期还本付息等方

式减轻企业还款压力。

来源：中物联应对疫情领导小组宣传组

给供应链复产提出这六大建议！中物联再向国家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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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爆发的时间节点恰好处于春节，使得鼠

年春节的“假期经济”变得行情冷淡，加大了疫

情对经济冲击的力度。

与此同时，全国多地封城、封村也让中国部

分供应链暂时停工。虽然这场“疫情黑天鹅”事

件不会改变中国经济转型和城市化的进程，但可

以肯定的是它对中国各大行业发展方向及前景将

会有所改变，甚至是深刻改变。

本篇文章将分析，中国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的影响下20个可能爆发的行业。20个行业可大

体分为医疗篇、办公篇、娱乐篇、生活篇、科技

篇。

其中，医疗篇是此次疫情事件的主要短期受

益主题，而办公篇、娱乐篇、生活篇、科技篇四

类行业在此次疫情的影响下也将有着不同程度的

影响。

医疗篇

01 20大爆发行业之口罩行业

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不少企业开

始跨界转产口罩，广汽集团、上汽通用五菱、工

业富联、三枪内衣、比亚迪子公司、富士康等，

都发出转产口罩的消息。

日前，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等出台文件明

确，已将相关医疗防护物资列入国家储备。对于

企业加大生产力度、扩大产能而多生产出来的口

罩等防护物资，政府将兜底收购。同时，鼓励地

方政府出台相关支持政策。

口罩的生产包括从聚丙烯颗粒，到医用无纺

布，经过口罩机的加工，生产出口罩，再经过严

格的消毒、静置解析，最终成为当前抗击新冠肺

炎的核心防护物资。

医用口罩等防疫物资紧缺的背后，是口罩

【导读】2019年12月，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随后疫情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扩大

了经济受冲击的范围。在疫情冲击短期可控的情况下，复工复产意义重大。有专家表示，相

对于大型企业，规模较小的中小微企业尤其是新创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面临人员缺位、

原材料短缺、资金周转等困难。而疫情期间经营收入锐减，会影响企业今后的可持续发展。

信息科技发展推动了供应链金融转型升级，供应链金融参与主体多样化，实现了去中心化，

从单纯的资金服务转变为融资解决服务，盘活供应链存量资金，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产业链

协同复工复产是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重要抓手。产业链环环相扣，一个环节阻滞，上下

游企业都无法运转。促进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整体配套、协同复工，金融机构将如

何发挥作用?

疫情下的新机遇：2020年可能爆发的20大行业现状和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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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耳带点焊机等生产设备，熔喷布、无纺布、

鼻梁条等原材料的不足。

熔喷布被称为口罩“心脏”，一吨熔喷布

可以生产100万只医疗外科口罩或50万个以上

的N95级别口罩。1吨聚丙烯可以生产25万只口

罩。熔喷布和其他无纺布的原料是聚丙烯，这一

化工原料主要由中石油、中石化提供，民营企业

占比约为30%。

随着口罩生产线的发展，我国口罩生产能力

不断上升，近五年以来我国全部口罩产量与产值

逐年上升，2019年我国口罩产量达到50亿只，增

速达到10.13%；全部口罩产值达102.35亿元，

口罩产值增速达到12.57%。

■   疫情期间熔喷布、口罩机采购价上涨幅

度大

疫情的爆发使得我国口罩需求井喷式爆发，

截至2020年2月10日，口罩企业复工率为76%，

口罩产能约为1600万只。正常情况下我国口罩

日产能为2000万只，医用外科口罩达220万只，

N95口罩达60万只。

我国有14亿人口，若按照普通人口罩两天一

换来计算，每日需求量为7亿只，再考虑实际情

况折合50%计算每日需求量为3.5亿只，即便复

工率达到100%，日产能达到最大2000万只，缺

口依然巨大。

目前不仅是中国，全球口罩等防疫物资资源

面临缺口问题。由于口罩等防御物资的需求是突

发性需求，任何一个国家的产能都难以支持这么

大的需求。

当前，面对肺炎疫情，全国各地正在日夜兼

程增产。疫情过后，口罩需求大幅下降是不可避

免。但是从几次比较重大的疫情事件来看，全民

认知提高了以后，口罩会慢慢从防护用品变成日

用品，口罩也很有可能被纳入国家战略物资。因

此长期来看，口罩行业是健康的朝阳产业。

02 20大爆发行业之医药生物行业

医药生物行业也是疫情短期受益主题之一。

目前我国已注册超过20项对于新冠病毒治疗药物

的临床试验，其中试验药品主要集中于氯喳类、

克力芝、达芦那韦、瑞德西韦等。

2020年2月3日至2月7日(周)，医药生物行业

上涨5.98%，沪深300则下跌了2.60%。所有医

药子板块中，医疗器械子板块涨幅最大，上涨幅

度为10.61%。

2003年，SARS疫情发生时医药生物行业表

现为短期利好，持续性较差，且集中在爆发期。

03 20大爆发行业之互联网医疗行业

近几年来，我国互联网医疗行业市场规模呈

稳步上升的趋势。2020年春节疫情的爆发促进了

我国互联网医疗短期需求，加速推进了行业的发

展。

数据显示，2012-2018年，我国互联网医疗

行业市场规模迅速发展，从67亿元增长至491亿

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9.37%，反映出我国

医疗市场对互联网医疗的迫切需求。按照这一增

幅，2020年行业规模将突破940亿元，行业未来

将进入规范化发展的高速增长期。

1. 行业发展迎政策红利期

早在2014年，我国便对互联网医疗行业给

予鼓励政策，中间经历了2016年的行业洗牌期，

至2018年，行业政策密集出台，政策风向趋于利

好，行业在洗牌后逐渐规范，行业发展迎来了政

策红利期。

其中，2018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

的《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

见》，支持符合条件的第三方医疗机构开展远程

医疗、健康咨询、健康管理等服务；2019年6月

出台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9年重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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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任务》，首次明确互联网医疗可以纳入医保支

付，均对我国互联网医疗服务发展起到重大促进

作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2. 互联网医疗呈跨越式发展

在市场需求攀升和政策利好频出的双轮驱动

下，我国互联网医疗行业呈现跨越式发展。一方

面，互联网医院数量大幅度增加。根据卫健委数

据，截至2019年11月，我国已建成互联网医院

数量达到269家，初步测算2019全年将达到300

家。

3. 疫情时期国家强调了互联网医疗的重要作

用

2020年春节期间，肺炎疫情的到来，催化了

我国互联网医疗行业的发展。在此期间，国家接

连出台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在疫情防

控中做好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工作的通知》《关

于加强信息化支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通知》，强调了互联网医疗的重要作

用。

同时两份通知中都提到了要做好监管，规范

的实施互联网医疗服务，这也再度体现了国家对

于互联网医院行业未来要实现规划范发展的指导

方向。

4. 疫情促进互联网医疗平台发展

疫情也促进了一大批互联网医院的成立，同

时现有医疗机构和各大互联网医疗厂商纷纷发起

远程医疗、在线问诊平台，我国互联网医疗平台

的用户率和渗透率明显提升。

5. 我国互联网医疗行业发展前景向好

目前，我国互联网医疗行业在我国仍处于

发展初期，提升空间大，需求潜力足。根据卫

健委数据显示，我国医疗IT占比正呈现稳步提升

的趋势，从2009年的0.52%已经提升到2018年

0.85%。

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医疗IT占比为3%-

5%，国内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的三级医院达到

1.5%-2%。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国

内较发达区域相比，全国医疗IT占比0.85%都属

较低水平。可见我国医疗IT投入还有较大提升空

间，带动行业发展。

尽管此次疫情为我国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带来

了短期的大幅度流量提升，但长期发展还要看用

户留存率和用户习惯的养成情况。不过，由于我

国互联网医疗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其市场还有

很大扩增的空间。

同时，医疗资源的紧缺和供给不均以及我国

人口基数的背景都成为我国互联网医疗行业发展

的长期驱动力，加之互联网医疗不受地理位置限

制的优势，预期在疫情事件的催化下，行业利好

政策还会加速出台。因此总体而言，我国互联网

医疗行业发展前景向好。

办公篇

04 20大爆发行业之办公软件行业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

各地积极响应国务院政策，纷纷发布了延迟复工

的通知。

延迟复工对于企业正常生产产生了不小的

影响。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上提出“支持网上办公等措施”，网上

办公能够实现员工在不到岗的情况下进行生产作

业，有助于减少人员流动和接触，控制疫情。

目前，市面上的云协同办公软件的功能可以

分为4类，包括通信、协作、传输、管理。对于

钉钉、华为 WeLink 等拥有开放平台的云办公软

件，还可以提供个性化定制接口服务、软件+硬

件协同等服务。

对于普通上班族而言，不受地理空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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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远程办公将会成为大部分企业的刚需，能够实

现办公协同的线上办公软件在近期内将被大量使

用。一旦这种工作方式成为企业办公习惯，往往

将会延续下去，不可逆转。目前，我国基础办公

软件市场规模在百亿左右，预计至2023年将达到

149亿元左右。

2003年非典给全国的经济带来重大危机，但

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会。当前，恰逢办公软

件 SaaS 化及通信技术的发展正进入到产品的成

熟期，产品成熟结合行业需求在特殊背景下的培

育，双重驱动下，预计远程办公市场将迎来爆发

期。

05 20大爆发行业之视频软件行业

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助推视频会议进

入大众视野，在逐渐了解视频会议这一应用后，

中国视频会议市场有所突破，打破了以往缓慢的

发展态势，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在全国

倡导减少聚会、减少当面交流的情况下，各视频

会议厂商纷纷推出视讯产品或企业协作产品的免

费使用计划。

新冠疫情下，众多企业和学校纷纷响应号

召，采取远程办公和线上教学。预计这一阶段的

远程办公将会推动远程视频会议习惯的培养，有

助于提高对视频会议的认可度。在疫情之后，由

于相关经验的积累，远程视频会议可能会逐渐成

为更多人的选择。

近几年来，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不断推动视

频会议增长。“云”和“端”的配合让视频会议

跨越地域限制的便捷性愈加凸显，成为视频会议

行业发展的新助推器。视频会议行业的服务化转

型正是基于云计算来展开。

当前，国内以云视频会议为代表的软件会议

市场规模仅1.73亿美元，但增速可观，未来5年

CAGR为25%。预计2023年国内软件会议市场规

模达到5.37亿美元，是当前的3倍。

远程办公将推动远程视频会议习惯的培养，

有助于提高对视频会议的认可度。疫情防控的需

求有望带动云视频行业需求，行业渗透率有望逐

步提升，目前，国内约3500万的中小企业，视频

会议的渗透率不足5%，疫情过后预计行业将迎

来高增长。

06 20大爆发行业之服务器行业

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兴起和服务器行业国产替

代意愿日渐强烈，近年来我国服务器行业企业数

量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行业竞争也越发激烈。

目前我国服务器行业企业规模呈稳步上升的趋

势。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服务器行业企业为

793家；2018年，我国服务器行业企业为增长至

992家。

1. 中国服务器市场由国产品牌主导

中国服务器市场由国产品牌主导，国内参与

高端计算机行业竞争的企业主要有联想、华为、

浪潮信息、新华三和戴尔等企业。由于多年技术

积累带来的产品实力的提升以及成本优势，本土

服务器厂商的市场份额持续攀升。在技术比较成

熟的X86服务器市场，出现了向本土品牌集中的

局面。

根据IDC数据显示，2019年第三季度，中国

X86服务器出货量前三名厂商分别为浪潮、华为

和新三华。相对比第二季度，戴尔市场份额大幅

下滑，退出前三。

2. 疫情加速服务器需求爆发

受到2020年春节影响，远程办公需求急剧

上升，钉钉和企业微信的在线办公人数都创了新

高，分别超过了1000万家和数百万家。根据腾讯

云公众号的数据，从1月29日开始到2月6日，腾

讯会议每天都在进行资源扩容，日均扩容云主机

接近1.5万台，8天总共扩容超过10万台云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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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涉及超百万核的计算资源投入。

此外，阿里钉钉在2月3日通过阿里云紧急扩

容1万台服务器，4日再度扩容1万台云服务器，

以应对群直播和语音视频会议的流量洪峰。服务

器行业受益于扩容需求增加，短期需求暴涨。

考虑到互联网是X86服务器最大的下游客

户，此次疫情带来的远程办公和音视频会议等需

求暴涨有望带来服务器需求边际改善，我国服务

器市场将迎来新一轮增长，带动行业厂商洗牌加

速。

娱乐篇

07 20大爆发行业之游戏行业

随着国内游戏市场逐渐走向成熟，国内游戏

企业通过深耕自主研发，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途

径取得较快增长。2019年我国自主研发游戏国内

外市场收入约2700亿元，其中国外市场达825.2

亿元。海外市场中，美、日、韩市场占比近七

成，美国占比达三成以上。

2019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国内收入从

2018年的1643.9亿元人民币提高到2019年的

1895.1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中国游戏企业持

续布局海外市场，2019年海外实际销售收入达

115.9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为825.2亿元，按7.12的

汇率折算)，增长率21.0%，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受“宅经济”和春节档假期拉长影响，鼠年

春节游戏市场迎来井喷。根据Steam统计数据显

示，2019年12月到2020年2月，Steam平台在线

人数上升趋势明显。2020年2月，Steam平均在

线人数为1423.49万人。

此外，据多家业内媒体报道显示，2020年1

月24日，知名游戏《王者荣耀》单日流水约20亿

元。相较2019年大年三十的13亿元单日流水，

《王者荣耀》同比增长超过50%。

而另一款现象级游戏《和平精英》同样在

春节期间获得玩家热捧。据相关数据报告预测，

2020年除夕《和平精英》日活跃用户数量峰值

预计是在0.8-1.0亿之间，流水在2~5亿元之间，

同样创下了历史新高，游戏甚至一度因服务器卡

崩。

在这个特别的假期里，游戏开始被很多人重

新审视。

经历了70、80、90后三代人的市场培育，

游戏已将从某一个群体的娱乐变成了全民的生活

方式，并在用户价值上拥有了更大的可能性；游

戏行业的精进让中国的游戏产品在质量和内涵上

得以提升，不少国产游戏在国际市场上也同样有

极强的竞争力。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游戏也在疫情期

间的爆发并不是偶然。

08 20大爆发行业之体育产业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体育强国

建设纲要》和《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

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推

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目

标，将进一步释放体育消费潜力。

2018年，中国体育产业总规模(总产出)达到

26579亿元，体育产业增加值达到10078亿元。

产业增加值占当年GDP比重达到1.1%，对标发

达国家的2%-3%，我国体育产业显示出强劲的

增长潜力和巨大的市场空间。

注：体育产业总产出(也称总规模)，指一个

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

所有体育货物和服务的价值，反映常住单位从事

体育生产活动的总规模。

■    体育产业结构实现进一步优化

如今我国的体育产业结构逐渐趋于合理，服

务业占比不断提升。2018年，体育服务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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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6530亿元，在体育产业中的比重从2017年的

57%提高到64.8%。

国是体育用品制造大国，体育制造业产品种

类多、规模优势强，体育产品畅销世界。根据国

家体育总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体育用品及相

关产品制造的增加值为3399亿元，占全部体育产

业增加值比重为33.7%。

短期来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体育产业中

的体育服务业发展将会受到较为明显的影响，突

出表现在体育竞赛表演、体育场馆运营、体育用

品及相关产品制造等线下聚集性领域。对于体育

传媒与信息服务、体育游戏产业等线上体育服务

领域影响较小。

长期来看，此次疫情不会改变我国体育产业

的蓬勃发展之势，相反地人们会更加注重身体健

康状况，提升参加体育锻炼的热情。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统计，在运动参与程度

上，2018年中国19岁以上的居民参与常规运动的

参与率为18.7%，而美国这一数字达到35.9%(常

规体育运动参与率指各年龄段内每周至少参加三

次体育活动的人口比例)。

在运动鞋服的消费上，2018年中国居民

购买运动鞋服的消费占总鞋服类消费的比例为

12.5%，而美国达到31.8%，其他发达国家如

英国、日本、韩国和德国的这一比例也在24%-

28%之间。

相比之下，中国居民无论在运动参与程度，

还是运动鞋服的消费程度上，均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疫情结束后，体育产业有望得到高速发展。

09 20大爆发行业之影视行业

2012年以来，中国电影年度票房成绩节节升

高，实现了从百亿到六百以的跨越。

2016年以来，中国电影告别之前“野蛮生

长”态势，年增速有所回落，国内电影市场迈入

了理性调整阶段；根据中国电影局统计，2018

年中国电影全年总票房达609.76亿元，同比增

长9.06%，2019年上半年实现票房收入311.7亿

元。

此外，2018年国家电影局还出台了《关于加

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政

策，进一步规范电影行业发展。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正值春节，疫情

对电影产业的影响是巨大的。据了解，自2020年

1月25日开始，横店影视城、象山影视城等多家

影视基地相继闭园，全部剧组的拍摄活动停止，

辖区内拍摄场景悉数关闭。

对电影产业链下游而言，疫情则直接导致了

7部贺岁片集体撤档、线下院线自1月24日起全部

暂停营业。

尽管疫情给影视行业整个产业链都带来了不

同程度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只是暂时的，等疫

情彻底结束后，大众会重新回到正常生活，积压

的很多优质产品都会寻找到更好的机会放映。

与此同时，这次疫情也将倒逼很多影城提升

软环境，譬如安装新风系统、更换老旧座椅，为

观众提供更好的观影环境，届时院线将会迎来显

著性回暖。

10 20大爆发行业之旅游行业

2020年初疫情爆发之前，根据中国文旅部

统计数据显示，2010-2019年前三季度，国内旅

游市场持续平稳增长；2017年国内旅游人数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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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50亿人次，2018年全年国内旅游人数55.39

亿人次；2019年前三季度，国内旅游人数达到

45.97亿，同比增长8.8%。

但2020年初，疫情爆发，疫情期间，人们的

出行受到限制，大部分旅游景点关门，本该是旅

游小高峰的春节节期却四下无人，对我国的旅游

行业造成了一定的打击。旅游人数与旅游收入骤

减。

当然，旅游市场上还是存在着一些乐观的

声音，这些声音认为，由于疫情期间人们久居家

中，在疫情结束后的出行需求将会得到释放，或

将在暑期以及十一黄金周期间产生报复性旅行消

费，从而对2020年全年旅游行业的紧张局势造成

一定的缓解。

这样的说法存在一定的道理。但所谓报复性

消费，其报复的程度还有待商榷。与疫情期间低

迷的旅游市场相比，正常环境下旅游市场的运行

均能被视为爆发性增长，且不考虑疫情之前旅游

市场本身就处于高速增长的区间，所以无法简单

判断这种爆发性的增长是属于常态运行还是报复

性增长。

从2003年非典的情况来看，2002年我国旅

游人次增长幅度就已经达到了11.99%，按这个

增长率计算，2004年的旅游人次将达到11.01

亿人次，和2004年我国实际旅游人次相差不到

0.1%。如果2002-2004年在不受疫情影响情况

下我国旅游人次增速为11.99%这个假设为真，

那么2004年我国旅游人数的爆炸式增长就不能被

认为是报复性旅游消费。

不过考虑到若按该假设运行，则2005年全

国旅游人次的增速便出现了不符合增速变化趋势

的下滑，所以可以简单认为2004年的旅游市场确

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报复性增长，但由于2005年

的增速下滑幅度较小，所以就算报复性旅游消费

存在，实际2004年的旅游市场受其影响也较为轻

微。

若考虑对旅游市场影响较大的报复性消费

行为集中在2003年疫情结束至2003年末的时间

段，那么从2003年全国旅游人次的表现上可以初

步判断这类报复性消费行为对旅游市场的拉升效

应要远弱于疫情对旅游市场的冲击。

总的来说，不能否认在疫情结束后将出现报

复性的旅游消费，疫情结束后旅游消费爆发性的

增长也确实有助于旅游市场的复苏，但其对于疫

情实际造成损失的挽回是有限的。

由此，前瞻产业研究院初步预测2020年全国

旅游人次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随后在2021

年迅速攀升回正常水平，预计2021-2025年期间

我国旅游市场将会继续迅猛发展，2025年全国旅

游人次或将突破100亿人次。

生活篇

11 20大爆发行业之生鲜电商行业

近两年，在电商巨头的积极投资布局推动

下，生鲜电商行业得到迅猛发展，生鲜电商的渗

透率不断提高，其渗透率已从2009年的0.1%提

高至2018年的3.7%。

随着新零售到来的步伐以及社区团购迎来的

新风口，电商巨头们纷纷布局生鲜电商，例如，

阿里的盒马鲜生、京东的7Fresh、苏宁的苏鲜

生、步步高的鲜食演义、美团的小象生鲜、易果

生鲜、天天果园、大润发优鲜等。

此次疫情下人们闭门不出成为常态，线下商

超卖场人数寥寥，生鲜电商成为本次疫情最大收

益者。春节期间，每日优鲜的交易额实现3-4倍

的增长，新老用户大量涌入，客单价也提升了30

元左右；在供给端，每日优鲜的日均蔬菜供给已

经从之前的500吨翻倍提升到1000多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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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叮咚买菜大年三十订单较上月涨

超300%；近期整体订单约增80%，客单价增加

约70%；每天新增用户4万多，其中自然增长占

比逾70%，约占整体下单用户的10%。

疫情期间，几乎所有的生鲜电商平台的订单

量都增加了几倍以上，运力不够成为这段时期生

鲜电商普遍面临的难题。为了增加运力，企业只

能加大招聘力度，提高员工薪酬。而这将导致企

业运营成本不断增加。

因此，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成为生鲜电商生

存下去的关键。预计此次疫情过后，原有行业市

场格局将加速洗牌，与此同时生鲜电商市场渗透

率也将进一步上升。

12 20大爆发行业之餐饮行业

近几年，我国餐饮业收入近年来保持着较为

快速的增长趋势，2019年全国餐饮收入46721亿

元，比上年增长9.4%，高于2018年的7.7%；12

月份餐饮收入4825亿元，同比增长9.1%。2019

年餐饮收入高于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

个百分点。

除了行业收入快速增长外，我国餐饮连锁行

业门店数目也在快速上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8年，中国餐饮连锁行业总店数增长至482

个，同比增长4.1%；餐饮连锁行业门店总数达

到31001个，同比增长12.8%，增速为近五年来

最高；餐饮连锁餐厅营业面积为1075.01万平方

米，基本与上年持平。

1. 疫情使我国餐饮业面临严峻挑战

2020年春节，新兴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的爆发，使我国餐饮业遭到重创。中国烹饪协会

调研数据显示，疫情期间，78%的餐饮企业营业

收入损失达100%以上；9%的企业营收损失达到

九成以上；7%的企业营收损失在七成到九成之

间；营收损失在七成以下的仅为5%。

而根据恒大研究院估算，餐饮行业零售额仅

在7天内就会有5000亿元的损失，可谓损失惨重。

不过，企业也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采取了

各种策略积极实施自救。大部分餐饮企业开辟了

“零接触配送”的外卖服务，少部分仍有大量

门店在运营的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还推出

“无接触点取餐”服务。此外，还有不少企业为

了解决库存危机，将食材进行售卖，如北京全聚

德、广州点都德等。

2. 疫情过后，餐饮行业或迎来一波报复性消费

疫情过后，人们将恢复正常的生活节奏，在

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人们还是愿意走出家门呼吸

新鲜空气，去社交、去体验线下消费及服务。因

此，对于餐饮行业来说，疫情过后行业或将迎来

一波报复性消费机遇。

以2003年我国餐饮业经济运行为参考。

2003年我国非典在4-5月份爆发，于7-8月得到

控制，而从2003年我国餐饮业增速可以看出：

■    03年二季度行业增长受到较大影响，上半

年全国餐饮业营业额实现2649.6亿元，同比只增

长6.4%，增幅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1个百分点；

■    而三季度，疫情得到控制后，行业恢复效

果明显，市场经营回升较快，1—9月份全国餐

饮业营业额完成389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9.4%；

■    而最终03年全年我国餐饮业实现了6065.7

亿元营业额,首次突破6000亿元大关，比2002年

增长11.6%，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3.2%，

增幅比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高出2.5个百分点，仍取

得二位数增长的较好业绩。

通过对2003非典期间我国餐饮业运行分析可

得，疫情对我国餐饮业的冲击虽大，但影响只在

短期，疫情结束后，行业依然呈现出了较强的增

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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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有望重新洗牌

疫情导致餐饮行业陷入绝境的同时，也一定

程度上加速了餐饮企业质量的提升，在此之前，

国内餐饮行业普遍存在进入壁垒低、企业规模

小、行业集中度低的问题。

疫情过后，龙头企业有更强的资本实力和

融资能力，有望度过危机，且有机会和动力以低

价收购处于危机中小企业，行业有望迎来一波并

购潮，餐饮行业或将进行重新洗牌。此外，分餐

制、消毒餐具、变菜谱(减少野味，增加营养膳

食)、增加各种服务成为评价餐饮行业的新标准。

4. 有望加快餐饮企业转型升级

此次疫情，将加快餐饮企业转型升级。

一方面，企业会加大线上渠道建设力度，做

好线上线下双线发力；此外，对于大量的堂食业

务为主的企业，可以通过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品

牌形象，平稳切入外卖市场，也可以探索开拓一

些半成品、自加热食品、熟食制品等饮食产品，

并通过电商渠道销售，实现餐饮零售化。

另一方面，经过这次疫情后，消费者会更加

注重食品安全与卫生问题，食材可追溯、食材品

牌化或将成为新一轮餐饮生存和竞争的焦点，餐

饮业也将朝着更加规范化、标准化、抗风险能力

升级的方向发展。

13 20大爆发行业之快递行业

疫情面前，快递物流行业在国计民生中的战

略地位进一步凸显出来。据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数

据显示，截至2月8日，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承

运、寄递疫情防控物资累计10552吨、包裹4751

万件，发运车辆3331辆次，货运航班120架次。

2020年1月20日下午，国家邮政局党组召开

会议，研究部署邮政行业对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1月21日下午，国家邮

政局召开安全和应急工作协调会，对此项工作进

行了再部署。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局势的不断变化，

国家邮政局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相继发布多条通

知，通知重点从“保持全网通畅”、设立“绿色

通道”方向深化到至“节后恢复生产”“营业网

点操作规范”“快递车便捷通行”等方向。

快递业防疫任务的不断细化，反映了当局对

疫情的深刻研判。政策的稳步推进也为行业服下

了一颗定心丸。

1. 企业积极应对疫情

在企业方面，针对武汉等地的疫情，中国

邮政、顺丰速运、京东物流、中通快递、圆通速

递、申通快递、韵达速递、百世快递、德邦快递

和苏宁物流纷纷宣布开通全国各地驰援武汉救援

物资的特别通道，全力保障疫情防控相关物资运

输。

除此以外，各大快递公司也针对员工安全等

其他方面出台了相关政策。

其中，京东物流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建立每日排查机制，对全国所有营业部每日在岗

人员进行排查。武汉北片区的京东物流员工放弃

休假，自发协助商家打包口罩，紧急发货10000

单。

百世快递、百世快运武汉转运中心于2020

年1月19日在做好各项消毒防疫工作之后，除了

值班人员外，其他员工于当日12点撤离场地。同

时，总部建议武汉市87个快递网点、152个快运

网点于1月20日放假，并合理安排人员值守。

此外，百世集团近日向全公司下发通知，要

求工作人员取消或者绕开武汉行程，建议节后返

工的武汉员工在家办公，并先行隔离一周；节后

返工的工作人员要求配备口罩，未配备不允许进

场，同时各转运中心调度室配备体温计，对出港

进港人员进行逐个简易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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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到疫情巨大冲击背景下，各大物流企

业除了对员工防护、包裹寄送等方面采取措施以

外，对于基层网点和工作人员的扶持基金也相继

设立。

2月7日，中通快递宣布，设立1亿元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专项基金，该基金将支持保障疫情有

效防控和科学有序复产，重点用于一线员工风险

保障，比如一线员工在工作中若感染并确诊为新

冠肺炎的医疗救助和生活补助费用等。

2月9日，圆通总部也设立总额3亿元的扶持

基金，从防疫物资支持、免息资金扶持、员工保

险赠送、考核办法调整、应急协助管理等各方面

为网络助力，减轻全网分公司经营压力。同日，

韵达也对外宣布设立1亿元的疫情防控基金，在

满足客户寄递要求的同时保障全网员工的生命健

康和切身利益。

与此同时，包括货拉拉、满帮等在内的平台

型公司也相继面向平台司机推出安全保障基金和

金融支持政策。

2. 新冠对快递业的影响或将超过非典

2003年，我国爆发的非典型肺炎时，中国电

商尚处于起步阶段，快递行业基数较小(2002年

中国快递量仅1.4亿件)，存量业务短期受负面影

响小。因此SARS的发生，对快递业的负面影响

有限。

而2019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达635.2亿件，

是2003年的370倍，我国快递业已经具备较大的

存量市场。尽管此次肺炎疫情增加了消费者的网

上购物意愿，但由于复工延迟的影响，节后网购

的回复相对迟缓，新冠疫情对快递业产生的冲击

或将超过非典。

非典过去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曾对

SARS对物流行业的影响展开问卷调查。

调查样本显示，75%的物流企业受到不同

程度的负面影响，其中导致收入减少的占62%，

造成成本上升的占70%，特别是有一部分企业收

入和成本同时受到冲击，这些企业受影响最为严

重，超过物流企业的三分之一(达35%)运输成本

上升的比重达73.6%，明显高于仓储成本受影响

的比重。

在影响程度方面，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测算，非典对快递行业收入影响的平均幅度为

20.4%，其中近半数企业集中在10-30%的范围

内；影响总成本上升的平均幅度为14.5%，超过

半数的企业集中在10%以下的范围内。

借鉴非典对快递业的影响分析可以猜测，此

次新冠疫情对快递业的冲击或将仍然着重影响行

业成本端。但是在快递产业日益庞大的今天，此

次新冠疫情对于行业总成本的上升幅度是否仍然

维持在14.5%，收入平均降幅维持在20.4%这一

水平上，研究员认为难言乐观。

3. 疫情之下快递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2月10日，中通、圆通、申通、韵达、德邦

以及百世集团、天天快递等多家快递公司都宣布

全面正常运营。尽管疫情影响持续，行业整体增

速或将受到较大冲击。但危机爆发的同时，行业

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机遇。

■    无接触配送成新热点，利好智能快递柜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家邮

政局复强调要尽量避免快递员与收件人的直接接

触，尽可能采用自取自寄、智能快件箱投递等模

式来履职最后一公里配送。

这就会产生两个“客观事实”：一是疫情期

间，快件不用送货上门，当面签收(实际上很多

小区的隔离防疫措施也不允许)；二是可以投递到

站、投递到柜，然后由收件人自取。

疫情当前，为了尽量减少人员接触带来的新

冠肺炎传染风险，“无接触配送”近乎成为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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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标配，智能快递柜也因此受益。目前，中

国主要城市智能快件箱已达40.6万组，较2018年

增加12.7万组。次疫情或将为智能快递柜带来机

遇，2020年快递入柜率有望达到15%。

■    终端门店向生态化转型

末端门店平台建设提速的同时，也使其功能

化完善和演变的最佳时机，也就是由经济功能型

向生态功能型转变，让终端门店在原有收派的基

础上，叠加零售、本地服务、广告，甚至洗衣、

彩票等多种便民服务，将其打造成一个商业平

台，而非单纯的站点。

在疫情期间特殊的物流环境下，消费者必须

要适应“送货到站”“投递到柜”的转变，这对

“自取习惯”的养成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是一个

很好的市场教育期。

■    物流配送智能化

居民隔离在家，外卖和电商需求大增，有望

推动线下配送模式的变革，终端配送更加多元化

和智能化。物流企业通过科技化的手段来逐步升

级运作和管理模式，以求在市场中获得更强的竞

争力。

在此驱动下，阿里、京东、顺丰、三通一

达、美团、饿了么、苏宁均在推出自己的无人机

无人车系统，顺丰甚至推出了无人车/无人机/快

递塔/智能柜组合的末端完整解决方案。

据公开信息显示，疫情爆发后，天狼、地

狼、分拣AGV机器人等在京东物流的70多座不同

层级智能仓中应用，京东物流智能仓日分拣包裹

量正不断攀升。

除了在智能仓应用机器人之外，京东物流

还将配送机器人派上前线，以降低疫区配送人员

在高危环境下配送时被感染的风险。目前，在河

北、陕西、江苏等农村地区，京东物流无人机也

已开展无人机配送的准备工作，计划为已经封闭

的地区提供物流服务。

■    头部企业优势进一步显现

疫情将推动线上需求，区域性中小物流企业

或加速被头部企业整合随着电商及快递物流的数

字化、生态化发展，不断完善价值链，民生消费

物流市场仍存在较大增量空间。

1月24日，国家邮政局建议公众优先选用中

国邮政、顺丰、京东三家品牌企业的邮政快递服

务，可见大型物流企业将在此次疫情中获得更好

的品牌声望和市场认可度，而对区域性中小物流

企业而言，疫情的爆发将对它们产生致命性威

胁。

此时，缺乏充足运营资金的中小物流企业能

否顺利度过难关，疫情过后市场将会给出答案。

14  20大爆发行业之保险行业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人们生活和各行业

运营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保险业作为管理风险

的行业，相关业务领域虽面临一定压力，但保险

业凭借自身处置风险的专业能力与提供保障产品

的特殊优势，也面临着新的机遇。

在疫情影响下，保险业的机遇在健康险领

域。这次疫情大大提高了人们对疾病的预防意

识和对健康风险的保障意识。以2003年非典为

例，非典疫情期间我国健康险的收入大幅增加。

据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5月至8月，我国健康

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速分别为75.57%、72.63%、

61.19%和56.72%。

2019年我国健康险保费收入为7066亿元，

同比增长29.70%，原保险保费收入为42645亿

元，同比增加12.18%。此次新冠病毒得到控制

或结束之后，我国健康险的收入增速极有可能大

幅提高，同时带动整个保险业业绩的增长。

本次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病毒传染性强、潜伏期长、覆盖面广，且存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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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可能。随着此次疫情防控的需求增加，民众对

长期包括意外、医疗、重疾、定寿及终身寿险的

需求也在增加，我国保险尤其是互联网健康险的

渗透率也有可能提高。

15 20大爆发行业之非接触型经济

 “非接触型经济”本质上是利用信息技术手

段，通过网络等平台，达到人与人、人与物之间

不通过接触就可以实现目的的经济活动或方式，

表现形式有视频会议、电商平台、电子政务、智

能物流等。

 “非接触型经济”在2003年非典期间由于

网络技术及互联网泡沫较多等问题发展并不持

久，当前随着5G、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非

接触型经济”影响力及作用力将明显增强。

2003年SARS期间，由于网络技术尚处于初

期发展阶段，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仍处于发展

期，互联网泡沫较多，“非接触型经济”受技术

限制发展并不持久。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期间，5G、人工智能

技术已有一定基础，“非接触型经济”表现形式

已经较为成熟，也有相当可观的市场规模，此时

“非接触型经济”影响范围更广，作用力更强，

预计将比2003年更加持久，并给人们带来消费理

念与消费习惯的改变。

■     “无接触”服务获多地政府大力推广

2020年疫情期间，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较大的

传染性，多家政府部门呼吁市民减少外出购物、

娱乐等消费活动，并大力支持“无接触”服务，

重庆、兰州、青岛、福州等多个城市先后呼吁企

业和消费者积极推广使用“无接触”服务，推广

“无接触配送”，优化配送模式与手段。

受疫情影响，线下零售公司及时适应社会需

求，纷纷转战非接触服务。永辉超市利用在全国

拥有27个配送中心等优势，推出到家服务，上线

“无接触配送”；截止2020年2月1日订单首次突

破200万单，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

新冰洋作为国内快递柜制造商龙头之一，重

点聚焦自动收货场景，使得外卖入柜需求猛增。

友阿股份所有百货卖场尝试进行“云销售”，通

过直播等形式进行线上销售。

16 20大爆发行业之互联网+教育行业

疫情期间，线下教育机构暂停营业，全国各

地中小学也纷纷推迟开学日期。线下教育机构及

中小学不得以转向线上授课，在线教育迎来风口

期。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4次《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9

年6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2.32亿，较

2018年底增长3122万，占网民整体的27.20%，

全年在线教育用户规模预计将达2.59亿人。

2020年2月，阿里巴巴集团旗下优酷、钉钉

联合发起“在家上课”计划，2月10日起，全国

中小学生登陆优酷、钉钉APP，可免费在家上

课。“在家上课”计划包含两种授课模式，“大

班”是名师面向社会的公开课；“小班”是合作

学校的教师入驻平台，面向本班学生开讲。

截至2020年2月2日，阿里钉钉“在家上

课”计划已覆盖超过2万所中小学、1200万学

生。此外，包括湖北、河南、江苏、山东、武

汉、深圳、杭州、长沙、珠海、重庆江津、北京

昌平等全国20多家教育主管部门先后发文，推广

使用腾讯空中课堂，保障全国数千万师生集体在

家“开学”。

17 20大爆发行业之智能家居行业

受疫情影响，众多行业遭到严重的打击。智

能家居作为新兴行业，其无接触式的交互方式，

给疫情期间的人民带来安全、智能的生活体验，

其优势开始凸显。长期来看，此次疫情将使得智



143

大数据观察

能家居的认知度提高，行业会迎来新的发展机

会。

目前，我国智能家居行业呈稳步发展的趋

势。根据中国智能家居产业联盟(CSHIA)与中国

信通院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智能家居产业发展

白皮书》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智能家居市场规

模达65.32亿美元。

2018年在我国智能家居细分市场中，家庭安

防、智能照明、智能家电市场份额占比较高，分

别为28%、21%、16%。此外智能影音、楼宇对

讲等占比均在5%以上。

在出货量方面，2018年我国智能家居市场出

货量达1.5亿台，同比增长35.9%，其中，智能

音箱、智能灯泡和智能门锁三款产品增速最快。

2019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产品出货量共计8.4

亿台，其中视频娱乐出货量最多，为3.47亿台。

家庭监控安全设备次之，共计1.64亿台。

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病毒肺炎感染疫情下，

智能家居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第一，小区可安装人脸识别系统开门，避

免刷卡、钥匙、把手接触式开门，减病毒传染的

风险。

第二，大楼室内可安装智能楼宇对讲系统

和智能语音呼梯系统，可以帮助住户无接触交互

控制设电梯设备，即可呼叫电梯，进一步减少感

染的风险。

第三，住户室内可安装声控系统，进门

后声控开灯，控制窗帘等，免去给开关消毒的步

骤，进门口无需洗手消毒即可开灯。

目前，我国智能家居渗透率仍然较低，2018

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渗透率仅为4.9%，而同期美

国智能家居渗透率达32.0%。此次疫情下，智能

家居的优势显现，人们对智能家居的关注度也会

进一步提升，国内智能家居的渗透率有望提升，

为智能家居市场规模增长提供强劲动能。

科技篇

18 20大爆发行业之无人机行业

无人机是利用无线电遥控设备和自备的程序

控制装置操纵的不载人飞机，或者由车载计算机

完全地或间歇地自主地操作。

无人机用途广泛，成本低，效率较高；无人

员伤亡风险；生存能力强，机动性能好，使用方

便，在现代战争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民用领

域更有广阔的前景。

目前，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在大力发展无人机

技术和产业，无人机市场调研的专业机构Drone 

Industry Insights发布的无人机市场环境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2018年，全球已经有包括美国、以色

列、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在内

的49个国家研发无人机，超过80个国家装备无人

机。

在市场规模方面，根据Drone  Indust ry 

Insights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军用无人

机的市场规模为141亿美元。同时，全球民用无

人机的销量高速增长，1990年为2.5万架，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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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经超过4万架，2010年达到10万架以上。

根据Gartner数据估算2018年全球民用无人

机市场产量达313万台，市场规模达到73亿美

元，同比增速达到28%。2019年全球无人机的市

场规模持续增长，保守估计2019年全球无人机市

场规模将达到259亿美元。

目前，世界无人机技术最为先进的是美国、

以色列和欧洲，处于第一梯队；而中国、俄罗斯

等处于第二梯队。近10年中国相继研发出各款尖

端无人机，目前己拥有美国所有类型的尖端无人

机，追赶势头强劲。

2月1日，中国航协通航分会发出倡议，号召

全国无人机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发挥无人机

远程操控、灵活机动的优势，协助开展无人机疫

情防控工作。利用无人机开展高空喊话、消杀、

送货、测量体温等防疫工作的现象在全国各地显

现。

相较于传统的人力逐一排查，通过无人机巡

查解决方案能够更高效率，节省人力物力，远程

办公模式更能缓解目前人员紧张和近距离接触容

易传播感染的情况。未来，无人机将利用其自身

优势，在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发挥作用。

19 20大爆发行业之VR行业

2019年，我国对于虚拟现实产业发展支持力

度加大，频频颁布政策推动虚拟现实产业发展。

2019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到2025年

我国虚拟现实产业整体实力要进入全球前列，并

明确了六项重点任务。国家政府机构还在视频产

业、信息消费、购物、广电、虚拟现实技术等各

个方面明确了虚拟现实产业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机构也发布虚拟现实产

业发展计划，如青岛市发布了2020-2022年虚拟

现实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可见国家对于我国虚拟

现实产业发展的重视。

根据IDC发布数据显示，我国虚拟现实行业

中VR头显设备出货量将呈加速上升趋势。2018

年末，VR头显设备出货量约116.8万台，到2023

年中国VR头显设备出货量将突破1050.1万台，未

来5年整体市场年复合增长率(CAGR)为69.9%。

综合表明我国虚拟现实产业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线下被限制提升了线上需求，VR、AR的认

知度在疫情期间也得到了明显提升。疫情能让人

更为深刻了解未来可能的线上办公，和未来数字

化应用对生活的影响。疫情让每个人都在封闭的

环境下，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构建无菌、安全的环

境。

短期来看，此次疫情不太可能让VR行业获得

爆炸性增长；但此次疫情有利于提升人们对产品

的认知，长远来看，此次疫情有望加速行业发展

的进程。

20 20大爆发行业之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充分运用在城市中

各行各业基于知识社会下一代创新的城市信息化

高级形态，实现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度融

合，提高城镇化质量，实现精细化和动态管理，

并提升城市管理成效和改善市民生活质量。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分析疫情发展情

况、监控地方疫情发展态势，辅助疫情防控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

雄指出，运用大数据分析，支撑服务疫情态势研

判、疫情防控部署以及对流动人员的疫情监测、

精准施策，迫在眉睫。

目前，三大电信运营商正运用大数据技术

做好疫情防控大数据支撑服务工作，加强联防联

控，产业界也在利用5G、机器人等新技术为疫情

防控作出贡献。

此次疫情的突然袭击，对所有行业来说，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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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短期的压力，也是一次行业变动的机会。在此

困顿环境中，这20个行业风口也将迎来所未有的

发展机会，它们很可能会顺着这个机遇成为未来

几年发展最强劲的产业，寒冬过后终将迎来明媚

的春天。

 “大数据”将成征信行业新标签来源:大数

据金融

作为朝阳产业的征信行业，目前正面临着政

策、环境新形势，面对亟需变革的现状和发展新

契机，征信行业想要持续稳定成规模化发展，大

数据技术的助力不可或缺。

政策：金融供给侧改革

2019年2月22日，在中央政治局"完善金融服

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重点在进行金融供给的

结构性改革。改革的目的在于提升金融配置资源

的效率、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循环，同

时防止金融系统性风险出现。

传统信贷主导的融资模式已经无法匹配金

融改革需求。在我国金融业发展中，信用不足一

直是制约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中

小微企业融资难就是一个突出问题，由于信用体

系发展不完善，金融机构无法识别合适的服务对

象，不能正确地进行服务、产品定价，由此会导

致服务缺失，或者需要依靠较高定价实现对风险

的补偿。

为了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减少、甚至消灭低

效/无效的金融供给，增加、创造有效/高效的金

融供给，解决融资结构失衡问题，在今后的工作

中，小微企业的征信服务将成为重中之重。

环境：北京市征信行业发展全国领先

北京市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一直处在全国首

位。在2019年最新的全国298个地级以上城市信

用排名中，北京市位居榜首。在征信领域，迄今

为止，国内征信备案机构主要集中在北京，北京

的备案的企业征信机构有37家，占据全国近三分

之一的比例。北京市征信机构在规范化和协调化

方面也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早在2014年国内

征信领域发展伊始，在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指导下，就成立了北京地区征信机构总经理联席

会。这为北京地区征信机构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大环境。

8月14日下午，北京地区征信机构总经理联

席会（简称“联席会”）2019年第一次会议在京

召开。此次联席会进行了成员机构调整，金电联

行（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任主席单位，百融

云创和金堤征信任副主席单位。还提案设立“北

京市征信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服务联盟”。

作为国内首个征信机构联盟，联席会的这一行

动，不仅是北京市在推动征信行业建设、促进征

信合规化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也反映出北京市

乃至国内征信行业新态势。

现状：征信行业供给与需求不匹配

联席会上，人民银行与会领导通过分析征信

行业现状，提出我国征信行业目前存在的规模体

积小、发展模式不清晰、盈利难等一系列问题。

就我国征信领域的现状来看，据调查显示，

自2013年国务院颁布施行《征信管理条例》以

来，151家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各大分支机构备

案的企业征信机构中，已有二十余家机构注销了

征信备案。事实上，虽然我国征信企业数量并不

少，但市面上的企业征信产品，普遍存在数据来

源少、同质化程度高等问题，企业征信市场面临

有效需求不足，产品供给不匹配等瓶颈，能够持

续、稳定、成规模获得征信业务的备案企业并不

多，这就造成了众多征信企业无法开展实际业务

而注销备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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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内征信领域存在征信应用场景多元

化、征信行业应用细分化、征信与科技联系愈发

密切、征信信息安全化亟待解决等发展现状。现

阶段，华夏邓白氏这样的外资巨头获批国内征信

备案，国内最新公示了一批深耕于地方或者行业

数据，具有强大的背景和业务能力的征信备案机

构，加之央行对不符合要求的征信备案机构的剔

除，种种迹象表明，国内的企业征信正在走向一

条变革的道路。

时机：需要培养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头部

机构

在联席会上，人民银行与会领导就征信行业

未来发展提出了指导意见，指出国内行业需要打

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头部征信机构，推动我国征

信行业走出去。

缺乏具有影响力的头部机构是困扰我国国内

征信领域变革的难题。目前市面的小微企业征信

产品，本质上是一份工商司法数据报告。正是因

为这些数据来源的低门槛和同质化问题，有不少

非专业机构都想要分一杯羹，甚至出现了备案机

构井喷的现象，造成了我国企业征信领域鱼龙混

杂，缺乏组织性的情况。且国内的征信备案机构

普遍规模较小，竞争力较差。因此，备案征信机

构的规范性和纪律性亟待加强，行业内需要一家

认可度和专业度较高的企业担当领头人，推动规

范的行业协会发展。

转型：大数据+征信大势所趋

新当选为联席会主席和副主席单位的三家单

位都是依托大数据技术为企业提供征信服务的征

信行业佼佼者。

金电联行是我国首批获得中国人民银行颁

发的企业征信牌照的机构，是我国最早通过大数

据、云计算技术创新信用领域的第一家大数据信

用信息服务机构，拥有我国第一个自主知识产权

的大数据信用技术体系，在市场认可度、占有率

方面都处于业内领先地位。

百融云创是一家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

数据技术为金融行业提供客户全生命周期管理产

品和服务的智能大数据应用平台。

金堤征信是金堤科技旗下主要经营企业征

信和数据服务的公司，是获批企业征信备案中唯

一一家只采用公开信息的大数据科技公司天眼查

的运营方。

无论是在规模、业务能力还是影响力上，这

三家机构都处在我国征信行业领先位置，此次的

当选可谓实至名归。

纵观我国的征信行业，有竞争力的征信机构

都拥有高水平技术研发能力、能够打造适应市场

需求的产品、拥有持续可更新的数据来源、产品

能够适用于多个应用场景。

在政策鼓励、北京市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大环境下，面对打造头部征信机构的需要，征

信机构应当抓住这一契机，把解决信用信息不对

称问题、防范风险、推进业务创新、实现多元应

用场景细分化和差异化作为落脚点，顺应国家金

融供给侧改革的方针政策，做到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提供有效的市场供给。同时，确保各项法规

制度落实到位，合规经营，建立以及扩大头部征

信机构影响力，以推动我国征信行业向高质量、

国际化发展。

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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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以来，疫情蔓延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

是万众一心，共同抗疫的成果。

在疫情冲击短期可控的情况下，复工复产

意义重大。据了解，目前除湖北外，全国工业

大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工率大多已经超过

90%。相比之下，中小企业复工率整体尚不太

高，刚刚超过50%。但是，随着疫情状况逐步好

转，中小微企业复产复工或将迎来提速。

多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中小微企业普遍面

临的是入不敷出，现金流吃紧，订单和营收的减

少、刚性支出压力明显增大。

对此有专家表示，相对于大型企业，规模较

小的中小微企业尤其是新创企业，抗风险能力较

弱，面临人员缺位、原材料短缺、资金周转等困

难。而疫情期间经营收入锐减，会影响企业今后

的可持续发展。

那么为了支持中小企业复工，社会各界都采

取了哪些措施呢？

政策组合拳落地 金融机构花式补血中小微

企业

春节假期结束后，针对本次疫情带来的负面

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陆陆续续出台减负纾困政

策。

疫情在初期发展速度较快，高层会议更关注

疫情防控工作。而2月中旬以后随着疫情高峰和

拐点的来临，政策重心有所调整，两次国常会分

别强调“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和调节”、“多措并

举稳企业稳就业”等等。

为支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中央和地方出台

各类扶持政策800项，围绕为企业减负、加大金

融支持、增加财税补贴、支持稳岗就业、优化政

府服务等方面。这套政策组合拳，让支持政策迅

速落地，直接惠及中小企业。

具体来看，疫情防控支持中小企业政策库显

示，截至3月7日，国家层面已出台146项政策文

件；除西藏、新疆以及港澳台地区外，全国29个

省区市推出的地方政策多达654项。

其中，在落实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同时，

北京、西安等地对受疫情影响大的中小微企业，

停征特种设备检验费、污水处理费和占道费。山

西省晋中市财政局出台文件，明确对中小企业减

免租金的标准、流程等。

在金融支持方面，银保监会等监管层多次

表态，对小微企业受疫情影响导致不良贷款、形

成损失的，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适当地简化内部

认定手续，加大自主核销力度，允许银行进一步

提高不良贷款的容忍度。此外，银保监会还要求

2020年普惠型小微贷款融资降成本。

当然，金融机构在疫情期间利用金融科技，

不断加大线上金融服务力度，及时向中小微企业

“输血”。

例如，疫情期间，京东数科旗下“京东快

中小微企业复工或将迎来提速 抓住新风口逆势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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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利用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算法、智能舆情

监控等核心技术，将多方数据互相补充、交叉

验证，还原客户的经营状况、竞争能力、客户多

样性、信用等方面的真实“画像”，针对中小微

企业推出各项帮扶政策，保障客户的正常生产经

营。在支持三农方面，京东数科的数字农贷深入

农业生产环节之中，以数字化流程管理作为风控

基础，为养殖业提供资金支持。

同时，“京东快银”与合作伙伴通过大数据

筛选出医用防护服、医用口罩、消毒机等医疗物

资的生产销售企业，给予利率优惠，降低融资成

本。

“数字农贷”坚持贷款的持续稳定发放，

已经累计服务近100家养殖合作社。基于对受灾

情况的全面摸底，逐一了解目前客户受疫情影响

的具体情况，采取一户一议的政策，结合客户的

实际情况给出相应的利息减免或者延期还款等支

持，已帮扶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近40家养殖合作

社。

核心企业、产业互联网平台 助力中小微企

业复产复工

核心企业、产业互联网平台的带头作用，

不仅仅表现在品牌的号召力和市场的影响力上，

他们在产业链的带动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众所

周知，在供应链中存在大量中小企业，如果核心

企业等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持其产业链上的中小企

业，那么将有效的助力中小企业复产复工。

例如，为了破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难

题，从2月17日到3月31日，华为云推出开年采购

季的一系列优惠帮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

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发挥强大的供应链

生态能力，为侯马市定制了医疗口罩端到端全流

程解决方案，第一时间整合机械设备、生产原材

料、智慧采购、智慧医疗等相关业务力量，在48

小时内完成了核心产线、设备、原材料等生产资

源的调配，鼎力支持山西侯马医用口罩防护用品

生产线项目。

基于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卡奥斯全国中

小企业复工复产监测大数据平台正式上线。该平

台作为卡奥斯企业复工增产服务平台又一新增功

能模块，将为政府部门以及企业提供科学化、精

准化大数据分析，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据了解，长虹帮助300多家中小企业复工复

产。长虹作为大型国有企业，利用自身的力量协

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比如在防疫物资保障、人

力资源支持、付款方式调整、前端原材料协调等

方面拿出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举措。目前，长虹供

应链企业复工率达到98.7%。

江泰电子作为长虹的供应商之一，是四川绵

阳一家从事汽车零部件、电声产品等研发、生产

的配套企业。2月中旬，江泰电子刚复工就出现

原材料塑胶件短缺问题，而上游塑胶件的供应商

在四川射洪，受疫情影响，塑胶件从射洪运输绵

阳的物流车辆、人员等都受限，同时资金流也承

压，导致无法正常生产。

长虹在政府的支持下，紧急协调物流公司将

需要的原材料从射洪连夜运到绵阳，同时，还向

江泰电子提供了预付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

金压力，保障生产能够正常进行。

核心企业、产业互联网平台的主动担当，帮

助中小企业尤其是供应链企业复工复产，再加上

小企业的自身努力，中小企业的复工复产难的问

题将有效缓解。

中小微企业需要抢抓新经济风口 谋求逆

势增长

疫情虽然给中小微企业带来影响，但是“大

智移云”、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在这一特殊时期的

表现，也对众多的中小微企业带来了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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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企业应该主动谋变、突围自救，抢抓新经

济风口谋求逆势增长。

在这段特殊的时期里，传统行业通过科技

实现“云复工”催生新业态。为避免人员聚集，

第三产业很多传统企业将服务场景从线下搬到网

络。餐饮、零售、家装、房地产中介、教育培训

等传统行业企业纷纷开展“线上复工”。

逐渐地，企业“触网上云”的步伐向第二产

业延伸，包括煤炭、焦化、钢铁在内的传统企业

对在线物流等云服务的需求也在增加。

除了业务场景“线上化”，疫情对于产业有

着更深层次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催生了系列新兴

产业。

例如，电商行业在疫情中兴起，数据显示，

京东生鲜在春节期间的销量同比增长215%。此

外，无人机、机器人等领域的发展，有助于解决

我国的人口结构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开始相对缺乏

的问题。

显而易见的是，疫情的暴发对医药行业影响

较大。其中，医疗体系可以借力基建，探索优质

医疗资源扩容工程的实施路径。企业尤其需要重

视基础医学、预防医学、公共卫生方面的开发与

投入情况。同时，随着民众防护意识的加强，相

关口罩、消杀制品等可能成为家庭常备、高频使

用产品，加之国家战略储备需求增加，利好医药

耗材行业。

因此，不管是面对业务场景的改变还是新兴

行业崛起，中小微企业需要充分判断形势，准确

定位自身，把握下半年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来源：贸易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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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技发展推动了供应链金融转型升级，

供应链金融参与主体多样化，实现了去中心化，

从单纯的资金服务转变为融资解决服务，盘活供

应链存量资金，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上一篇文章

详细讲解了银行开展供应链金融模式，本文详细

讲解供应链金融服务商、核心企业及信托公司等

机构开展供应链金融的交易模式。

一、供应链核心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案例分

析：海尔

 受益于移动互联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日

日顺作为海尔旗下的交互用户体验引领的开放平

台，可以将其拥有的客户和经销商数据与银行平

台对接，降低融资方与银行间信息不对称，发展

供应链金融业务。通过海尔与银行的合作，整合

了银行的资金、业务以及技术的专业优势和海尔

集团分销渠道网络、交易数据和物流业务等要素

的雄厚积淀，通过日日顺的交易的记录，将产业

与金融通过互联网的方式集合在一起，开拓了针

对经销商的“货押模式”和“信用模式”两种互

联网供应链金融业务。

1.“货押模式”供应链金融分析

“货押模式”针对于经销商为了应对节日

（如五一、十一、春节等）消费高峰、或者抢购

紧俏产品/品种、或者每月底、每季底为了完成当

月或季度计划获得批量采购折让等，从而进行的

大额采购实施的金融解决方案。

交易结构分析：（1）首先经销商通过日日

顺B2B官网向海尔智慧工厂下达采购订单，之后

经销商需先将30%的预付款付至海尔指定银行；

（2）经销商随后向海尔供应链金融平台日日顺申

请货押融资，日日顺平台将信息传递至银行，并

提出建议额度；（3）银行审核后付款至经销商监

管账户，日日顺平台将资金定向付至海尔财务公

司，财务公司通知智慧工厂排产生产；（4）工厂

生产出产成品后，发货至日日顺物流仓库，货物

进入质押状态；（5）随后当经销商实际需要产品

时，向海尔供应链金融申请赎货，然而将剩余货

款归还至银行；海尔供应链金融在获取全额资金

支付信息后，通知日日顺仓库，货物解除质押；

日日顺物流配送到经销商，通知经销商提货。

图1：海尔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

交易结构图：货押模式

2.“信用模式”供应链金融分析

“信用模式”是海尔和商业银行基于经销商

供应链金融展业模式：非银机构篇（详细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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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信用而开展的供应链金融业务，主要是针

对经销商当月实际销售而产生的小额采购实施的

金融解决方案。

   交易结构分析：（1）首先，经销商需要

向日日顺平台提供当月的预订单（即当月的意向

订单）；（2）日日顺平台将预订单信息反馈至

海尔智慧工厂，海尔智慧工厂进行产品生产，同

时将预订单信息告知合作银行；（3）海尔供应

链金融和银行根据经销商的信用状况提供全额资

金，并定向支付至海尔财务公司；（4）财务公

司收到货款，准许工厂发货，工厂则通过日日顺

物流配送至经销商处；（5）经销商收到货物后

支付款项至商业银行。

图2：海尔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

交易结构图：信用模式

业务拓展：供应链核心企业开展供应链金

融，有助于解决上下游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保障

上游要素产品供应和下游产成品销售，进而提高产

业链核心竞争力。此外，核心企业开设供应链平台

由于获取交易流程中核心风险，在提供金融解决方

案过程中，获得额外收益。如海尔供应链金融平台

日日顺B2B上线后，平台上的经销商不用抵押、不

用担保，不用跑银行办手续，通过平台上的“在线

融资”窗口，实现了资金即时到帐，不仅方便快

捷，效率高，还能享受到大企业一样的优惠利率，

大大减少了利息支出。目前海尔互联网供应链金融

的“货押模式”利率为年化5.7%左右，而“信用

模式”则为年化8%左右，海尔互联网供应链金融

则通过商业银行代收获取1%的服务费。

二、供应链金融服务商开展供应链金融案例

分析：瑞茂通

相较于银行、电商、P2P公司，供应链金融

服务商不仅具有场景、渠道优势，同时具有供应

链管理、整合能力优势，因此，供应链金融服务

商在供应链管理业务基础上，可以较好提取风险

信号，进而可以较好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本文

以瑞茂通为例展开介绍。

1.背景材料

瑞茂通是中国煤炭供应链行业的民营龙头企

业，主营煤炭供应链大宗商品业务。自成立以

来，瑞茂通利用供应链平台有效整合社会优势资

源开展采购货物、产品加工、物流配送、商品

分销、撮合交易、信息咨询、融资金融等系列服

务，为客户提供煤炭资源的高效配置服务。

供应链服务商在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时，不同

于银行以核心企业为基础和电商平台以商户数据为

基础，更关注于企业的物流、资金流。以瑞茂通为

例，煤炭企业的业务过程伴随着仓储、运输、资金

转移等流程，瑞茂通在线下以商业保理、融资租赁

公司为基础，线上以易煤网为平台，通过货权质押、

应收账款质押等方式，为企业提供资金和渠道服务。

2.供应链运营模式中融资需求分析

瑞茂通供应链金融业务有三种产品，分别是

煤易贷、煤易购和煤易融。这三种产品都是短期

融资产品，期限从一个月到两个月不等，年利率

均为12%。通过这三种产品，瑞茂通介入了煤

炭生产、贸易、消费环节，能够为链条上所有参

与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煤易贷通过货物质押和仓

单质押的方式，在第三方仓储的监管下，为上游

中小煤炭企业提供货权融资服务，解决这些企业

因销售不畅或急需短期资金周转而面临的资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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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煤易购无需抵押和担保，贸易商只需交付一

定比例的保证金，便可以通过瑞茂通采购煤炭，

突破现有资金的瓶颈，并且降低资金占用周期；

煤易融基于供应商与下游煤炭消费企业产生的应

收账款，通过应收账款质押，解决供应商资金占

压问题，使其能够快速回笼资金。

3.瑞茂通开展供应链金融交易结构分析

瑞茂通开展应收账款质押的供应链金融交易

结构分析：（1）瑞茂通与下游电厂签订煤炭销

售合同，瑞茂通与供应商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供

应商发货至电厂；（2）电厂对瑞茂通出具质量

及数量检验报告，供应商向瑞茂通开具《货权转

移确认函》；（3）供应商根据运营情况，向中

瑞财富提出融资需求，将应收账款通过平台进

行转让；中瑞财富根据风控要求进行材料审核；

（4）平台向瑞茂通发出《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

知书》，平台与融资方签订《融资服务协议》、

《结算确认单》、《电子章授权书》等；（5）

投资人通过平台投资于应收账款转让项目，线上

签订《债权转让合同》；融资方通过第三方支付

提现到账户；（6）电厂向瑞茂通结算、回款；

瑞茂通将应付账款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对投资人

支付本息，同时与供应商结算、开票。

图3：瑞茂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交易结构图

（资料来源：供应链finance智库）

三、信托公司开展供应链金融案例分析：英

大信托

部分信托同业依托集团母公司在特定行业或

领域的主导优势，可借助信托牌照优势，发挥如

保理、银行等机构角色，为产业上下游企业提供

融资服务。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中粮信托、英大

信托、雪松信托等。其中，英大信托依托母公司

国家电网集团在电力产业的绝对垄断地位，结合

自身竞争优势，围绕电网、电力核心企业及上游

供应商开展供应链金融服务，逐步打造电力产业

领域供应链金融特色服务品牌。

在此类业务结构中：（1）信托发起设立集

合信托计划，投资于供应链上游企业应收账款

池。资产池由不同期限、不同金额、相同核心企

业的应收账款组成；（2）上游客户采取名单制

管理，并对名单内企业拟转让应收账款适用简易

审批程序；（3）供应商将应收账款受让至信托

计划，实现应收账款转让；信托采用公证送达方

式，通知核心企业确认应收账款转让；（4）核

心企业根据应收账款金额，向信托计划还款。

图4：信托公司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交易结构图

来源：以墨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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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3月13日电 (申佳平)产业链协同

复工复产是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重要抓手。

产业链环环相扣，一个环节阻滞，上下游企业都

无法运转。促进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整

体配套、协同复工，金融机构将如何发挥作用?

银保监会首席检查官杨丽平今日在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按照第85次国务院常

务会议要求，银保监会将从四个方面及时研究落

实有关重点工作。

第一是强化产业链核心企业支持力度。杨丽

平介绍，即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主动对接产业链

的核心企业，加大流动性资金贷款支持，给予合

理的信用额度。

“支持核心企业通过信贷、债券等方式融资

后，以预付款的形式向上下游企业支付现金，降

低上下游中小企业现金流的压力和融资成本。”

杨丽平表示。

第二是优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金融服务。

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持续跟进企业产业链上下游

复工复产需求，支持企业以应收账款、仓单和存

货质押等方式进行融资。

杨丽平同时指出，将推动适当降低银行对信

用良好企业的承兑汇票保证金的比例，以增强企

业的流动性。

第三是加强全球产业链协同发展。推动银行

业金融机构强化金融支持“稳外贸”的作用，保

障贸易融资信贷资源配置，完善激励机制，增加

外贸信贷投放，这是增量。落实好贷款延期还本

付息等政策，对受疫情影响大、前景好的中小微

外贸企业可协商再延期。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开展

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并降低费率。

第四是运用金融科技优化供应链金融服务。

鼓励有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发供应链业务系

统，通过与核心企业、政府部门相关的系统进行

对接，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链条上的

客户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供应链融资服务。鼓励

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加强与主要依靠互联网运

营的民营银行的业务合作，为小微企业精准滴

灌，提高复工复产小微企业的贷款可获得性。

杨丽平表示，下一步，银保监会将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的力度，督促银行保险机构落实好已出台的

各项金融政策措施，确保政策落实不打折扣。

来源：人民网

银保监会：强化银行业对产业链核心企业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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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产业链构成分析如下图所示，大致

可分为数据标准与规范、数据安全、数据采集、

数据存储与管理、数据分析与挖掘、数据运维及

数据应用几个环节，覆盖了数据从产生到应用的

整个生命周期。

（一）数据标准与规范

大数据标准体系是开展大数据应用的前提

条件，没有统一的标准体系，数据共享、分析、

挖掘、决策支持将无从谈起。大数据标准包括体

系结构标准、数据格式与表示标准、组织管理标

准、安全标准和评测标准。在标准化建设方面，

参与单位主要包括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各个数据库公司、数据拥有部门以及各个行业的

标准化组织。

（二）数据安全

随着海量数据的不断增加，对数据存储和访

问的安全性要求越来越高，从而对数据的访问控

制技术、加密保护技术以及多副本与容灾机制等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外，由于大数据处理主要采用分布式计

算方法，这必然面临着数据传输、信息交互等环

节，如何在这些环节中保护数据价值不泄露、信

息不丢失，保护所有站点的安全是大数据发展面

对的重大挑战。

在大数据时代，传统的隐私数据内涵与外延有

了巨大突破和延伸，数据的多元化与彼此的关联性

进一步发展，使得对单一数据的隐私保护方法变得

极其脆弱，需要针对多元数据融合的安全提出。

在数据安全环节上主要参与单位包括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0研究所以及奇虎 360、瑞星

等杀毒软件公司。

（三）数据采集

政府部门、以 BAT 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

大数据产业链构成分析

【导读】在大数据崛起的2016年，你是不是听了许多关于数据分析、数据采集等碎片化

词汇？其实，大数据产业是有逻辑可寻的，以下将为你完整透析大数据产业链构成。Python

本身的数据分析功能并不强，需要安装一些第三方扩展库来增强其相应的功能。本文将对

NumPy、SciPy、Matplotlib、pandas、StatsModels、scikit-learn、Keras、Gensim等库的安装和

使用进行简单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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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是当前大数据的主要拥有者。除此之外，

利用网络爬虫或网站公开 API 等途径对网络数据

进行采集也是大数据的主要来源。

现实世界中的数据大多不完整或不一致，无

法直接进行数据挖掘或挖掘结果不理想，需要对

采集的数据进行填补、平滑、合并、规格化、检

查一致性等数据预处理操作，并且往往需要大量

的人工参与，因此数据采集和清洗成为大数据产

业链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数据存储与管理

大数据存储与管理的主要参与者以传统数

据库企业为主，国际上主要有  IBM、Oracle、

Intel、Green-plum、infor Matri Cloudera 等；

国内主要有中兴、华为、用友、浪潮、托尔思、

数据堂、九次方、亿赞普、达梦等。各家企业针

对大数据应用开展各具特色的数据库架构和数据

组织管理研究，形成针对具体领域的产品。

（五）数据分析与挖掘

大数据分析与挖掘的意图主要集中在两方

面：

 一是从大量的机构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中

分析出计算机可以理解的语义信息或知识；

 二是对隐性的知识，如关联情况、意图等进

行挖掘。常用的方法包括分类、聚类、关联规则

挖掘、序列模式挖掘、时间序列分析预测等。

数据分析与挖掘的核心算法与软件主要掌握

在大型数据库公司及高校的手里，国际上主要参

与者包括 IBM、甲骨文、微软、谷歌、亚马逊、

Facebook 等，国内主要参与单位包括数据库企

业、高校、以 BAT 为代表的大型互联网企业等。

数据分析与挖掘的能力直接决定了大数据的应用

推广程度和范围，是大数据产业的核心。

（六）数据运维

由于数据的重要性得到普遍认可，除政府部

门不具备数据运维服务条件外，数据的采集者通

常就是数据运维者。各地政府方面则通常利用大

数据平台建设来推动政府大数据的公开与共享，

如云上贵州，吸引个人和企业用户开展创新与创

业，积极推动大数据的增值服务。

（七）数据应用

大数据对传统信息技术带来革命性挑战，正

在重构信息技术体系和产业格局。国内以阿里巴

巴、百度、腾讯、人大金仓、浪潮、曙光、南大

通用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云计算和数据库厂商

纷纷加大应用推广力度，在国际先进的开源大数

据技术基础上，形成独自的大数据平台构建和应

用服务解决方案，以支撑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专

业化应用。

虽然这些企业在平台构建上有着得天独厚的

优势，但是在某些具体业务领域，并不擅长或者

关切。传统企业以及从事大数据的微型企业是具

体业务领域上大数据应用的主力军。应用是大数

据价值的体现，是大数据发展的原始推动力。

当前大数据的应用正倒逼软件技术、数据

架构、数据共享方式的转变，在转变思维过程中

需要积极转变思维，明确出数据共享的方式是什

么，数据拥有者的利益如何平衡，商业模式如何

开展等。

目前来看，许多企业在大数据产业链里仅

拥有一项或两项能力是完全不够的，只有将大数

据产业链融合连通才能催生更大的市场和利润空

间。在大数据推动的商业革命浪潮中，只有打通

数据流通变现的商业模式，才能创造商业价值，

从而在大数据驱动的新生代商业格局中脱颖而

出。

  来源：搜狐https：//www.sohu.com/a/257629020

_416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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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读者安装的是Anaconda发行版，那么它已经自带了以下库：NumPy、SciPy、Matplotlib、

pandas、scikit-learn。

本文主要是对这些库进行简单的介绍，读者也可以到官网阅读更加详细的使用教程。

■   NumPy：提供数组支持以及相应的高效的处理函数

■  SciPy：提供矩阵支持以及矩阵相关的数值计算模块

■  Matplotlib：强大的数据可视化工具、作图库

■  pandas：强大、灵活的数据分析和探索工具

■  StatsModels：统计建模和计量经济学，包括描述统计、统计模型估计和推断

■  scikit-learn：支持回归、分类、聚类等强大的机器学习库

■  Keras：深度学习库，用于建立神经网络以及深度学习模型

■  Gensim：用来做文本主题模型的库，文本挖掘可能会用到

01 NumPy

Python并没有提供数组功能。虽然列表可以完成基本的数组功能，但它不是真正的数组，而且在数

据量较大时，使用列表的速度就会很慢。为此，NumPy提供了真正的数组功能以及对数据进行快速处理

的函数。

NumPy还是很多更高级的扩展库的依赖库，我们后面介绍的SciPy、Matplotlib、pandas等库都依

赖于它。值得强调的是，NumPy内置函数处理数据的速度是C语言级别的，因此在编写程序的时候，应

当尽量使用其内置函数，避免效率瓶颈的（尤其是涉及循环的问题）出现。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NumPy的安装跟普通第三方库的安装一样，可以通过pip命令进行，命令

如下：

pip install numpy

也可以自行下载源代码，然后使用如下命令安装：

python setup.py install

在Linux操作系统下，上述方法也是可行的。此外，很多Linux发行版的软件源中都有Python常见的

库，因此还可以通过Linux系统自带的软件管理器安装，如在Ubuntu下可以用如下命令安装：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numpy

一文看懂8个常用Python库从安装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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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成后，可以使用NumPy对数据进行操作，如代码清单2-27所示。

■  代码清单2-27 使用NumPy操作数组

# -*- coding: utf-8 -*

import numpy as np                                        # 一般以np作为NumPy库的别名

a = np.array([2, 0, 1, 5])                                     # 创建数组

print(a)                                                    # 输出数组

print(a[:3])                                                             # 引用前三个数字（切片）

print(a.min())                                                           # 输出a的最小值

a.sort()                # 将a的元素从小到大排序，此操作直接修改a，因此这时候a为[0, 1, 2, 5]

b= np.array([[1, 2, 3], [4, 5, 6]])                                # 创建二维数组

print(b*b)                                                 # 输出数组的平方阵，即[[1, 4, 9], [16, 25, 36]]

NumPy是Python中相当成熟和常用的库，因此关于它的教程有很多，最值得一看的是其官网的帮

助文档，其次还有很多中英文教程，读者遇到相应的问题时，可以查阅相关资料。

参考链接：http://www.numpy.orghttp://reverland.org/python/2012/08/22/numpy

02 SciPy

如果说NumPy让Python有了MATLAB的味道，那么SciPy就让Python真正成为半个MATLAB了。

NumPy提供了多维数组功能，但它只是一般的数组，并不是矩阵，比如当两个数组相乘时，只是对应元

素相乘，而不是矩阵乘法。SciPy提供了真正的矩阵以及大量基于矩阵运算的对象与函数。

SciPy包含的功能有最优化、线性代数、积分、插值、拟合、特殊函数、快速傅里叶变换、信号处

理和图像处理、常微分方程求解和其他科学与工程中常用的计算，显然，这些功能都是挖掘与建模必需

的。

SciPy依赖于NumPy，因此安装之前得先安装好NumPy。安装SciPy的方式与安装NumPy的方法大

同小异，需要提及的是，在Ubuntu下也可以用类似的命令安装SciPy，安装命令如下：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scipy

安装好SciPy后，使用SciPy求解非线性方程组和数值积分，如代码清单2-28所示。

■  代码清单2-28 使用SciPy求解非线性方程组和数值积分

# -*- coding: utf-8 -*

# 求解非线性方程组2x1-x2^2=1,x1^2-x2=2

from scipy.optimize import fsolve                                     # 导入求解方程组的函数

def f(x):                                                                      # 定义要求解的方程组

      x1 = x[0]

      x2 = x[1]

      return [2*x1 - x2**2 - 1, x1**2 - x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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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 fsolve(f, [1,1])                                                     # 输入初值[1, 1]并求解

print(result)                           # 输出结果，为array([ 1.91963957,  1.68501606])            # 数值积分

from scipy import integrate                                                     # 导入积分函数

def g(x):                                                                               # 定义被积函数

return (1-x**2)**0.5

pi_2, err = integrate.quad(g, -1, 1)                                          # 积分结果和误差

print(pi_2 * 2)                                     # 由微积分知识知道积分结果为圆周率pi的一半

参考链接：http://www.scipy.orghttp://reverland.org/python/2012/08/24/scipy

03 Matplotlib

不论是数据挖掘还是数学建模，都要面对数据可视化的问题。对于Python来说，Matplotlib是最著

名的绘图库，主要用于二维绘图，当然也可以进行简单的三维绘图。它不仅提供了一整套和MATLAB相

似但更为丰富的命令，让我们可以非常快捷地用Python可视化数据，而且允许输出达到出版质量的多种

图像格式。

Matplotlib的安装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以通过“pip install matplotlib”命令安装或者自行下载源

代码安装，在Ubuntu下也可以用类似的命令安装，命令如下：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matplotlib

需要注意的是，Matplotlib的上级依赖库相对较多，手动安装的时候，需要逐一把这些依赖库都安

装好。安装完成后就可以牛刀小试了。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作图例子，如代码清单2-29所示，它基本包含

了Matplotlib作图的关键要素，作图效果如图2-5所示。

代码清单2-29 Matplotlib作图示例

# -*- coding: utf-8 -*-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 导入Matplotlib

x = np.linspace(0, 10, 1000)                                                       # 作图的变量自变量

y = np.sin(x) + 1                                                                   # 因变量y

z = np.cos(x**2) + 1                                                               # 因变量z

plt.figure(figsize = (8, 4))                                                         # 设置图像大小

plt.plot(x,y,label = '$\sin x+1$', color = 'red', linewidth = 2)

                                                                         # 作图，设置标签、线条颜色、线条大小

plt.plot(x, z, 'b--', label = '$\cos x^2+1$')                            # 作图，设置标签、线条类型

plt.xlabel('Time(s) ')                                                                          # x轴名称

plt.ylabel('Volt')                                                                               # y轴名称

plt.title('A Simple Example')                                                                # 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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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t.ylim(0, 2.2)                                                                        # 显示的y轴范围

plt.legend()                                                                             # 显示图例

plt.show()                                                                             # 显示作图结果

如果读者使用的是中文标签，就会发现中文标签无法正常显示，这是因为Matplotlib的默认字体是

英文字体，解决方法是在作图之前手动指定默认字体为中文字体，如黑体（Sim-Hei），命令如下：

plt.rcParams['font.sans-serif'] = ['SimHei']  # 用来正常显示中文标签

其次，保存作图图像时，负号有可能不能显示，对此可以通过以下代码解决：

plt.rcParams['axes.unicode_minus'] = False    # 解决保存图像是负号'-'显示为方块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小建议：有时间多去Matplotlib提供的“画廊”欣赏用它做出的漂亮图片，也许你就会

慢慢爱上Matplotlib作图了。

画廊网址：http://matplotlib.org/gallery.html

参考链接：http://matplotlib.orghttp://reverland.org/python/2012/09/07/matplotlib-tutorial

04 pandas

pandas是Python下最强大的数据分析和探索工具。它包含高级的数据结构和精巧的工具，使得用

户在Python中处理数据非常快速和简单。

pandas建造在NumPy之上，它使得以NumPy为中心的应用使用起来更容易。pandas的名称来自于

面板数据（Panel Data）和Python数据分析（Data Analysis），它最初作为金融数据分析工具被开发，

由AQR Capital Management于2008年4月开发问世，并于2009年底开源出来。

▲图2-5 Matplotlib的作图效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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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das的功能非常强大，支持类似SQL的数据增、删、查、改，并且带有丰富的数据处理函数；支

持时间序列分析功能；支持灵活处理缺失数据；等等。事实上，单纯地用pandas这个工具就足以写一本

书，读者可以阅读pandas的主要作者之一Wes Mc-Kinney写的《利用Python进行数据分析》来学习更

详细的内容。

1.安装

pandas的安装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只要安装好NumPy之后，就可以直接安装了，通过pip 

install pandas命令或下载源码后通过python setup.py install命令安装均可。

由于我们频繁用到读取和写入Excel，但默认的pandas还不能读写Excel文件，需要安装xlrd（读）

度和xlwt（写）库才能支持Excel的读写。为Python添加读取/写入Excel功能的命令如下：

pip install xlrd          # 为Python添加读取Excel的功能

pip install xlwt          # 为Python添加写入Excel的功能

2.使用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逐步展示pandas的强大功能，而在本节，我们先以简单的例子一睹为快。

首先，pandas基本的数据结构是Series和DataFrame。Series顾名思义就是序列，类似一维数组；

DataFrame则相当于一张二维的表格，类似二维数组，它的每一列都是一个Series。

为了定位Series中的元素，pandas提供了Index这一对象，每个Series都会带有一个对应的Index，

用来标记不同的元素，Index的内容不一定是数字，也可以是字母、中文等，它类似于SQL中的主键。

类似的，DataFrame相当于多个带有同样Index的Series的组合（本质是Series的容器），每个

Series都带有一个唯一的表头，用来标识不同的Series。pandas中常用操作的示例如代码清单2-30所

示。

■  代码清单2-30 pandas中的常用操作

# -*- coding: utf-8 -*-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pandas as pd                            

# 通常用pd作为pandas的别名。

s = pd.Series([1,2,3], index=['a', 'b', 'c'])    # 创建一个序列s     # 创建一个表

d = pd.DataFrame([[1, 2, 3], [4, 5, 6]], columns=['a', 'b', 'c'])

d2 = pd.DataFrame(s)                            

# 也可以用已有的序列来创建数据框

d.head()                                         # 预览前5行数据

d.describe()                                   # 数据基本统计量

# 读取文件，注意文件的存储路径不能带有中文，否则读取可能出错。

pd.read_excel('data.xls')              # 读取Excel文件，创建DataFrame。

pd.read_csv('data.csv', encoding='utf-8')    # 读取文本格式的数据，一般用encoding指定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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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pandas是本书的主力工具，在后面将会频繁使用它，因此这里不再详细介绍，后文会更加详尽

地讲解pandas的使用方法。

参考链接：http://pandas.pydata.org/pandas-docs/stable/

05 StatsModels

pandas着重于数据的读取、处理和探索，而StatsModels则更加注重数据的统计建模分析，它使

得Python有了R语言的味道。StatsModels支持与pandas进行数据交互，因此，它与pandas结合成为

Python下强大的数据挖掘组合。

安装StatsModels相当简单，既可以通过pip命令安装，又可以通过源码安装。对于Windows用户

来说，官网上甚至已经有编译好的exe文件可供下载。如果手动安装的话，需要自行解决好依赖问题，

StatsModels依赖于pandas（当然也依赖于pandas所依赖的库），同时还依赖于Pasty（一个描述统计

的库）。

使用StatsModels进行ADF平稳性检验，如代码清单2-31所示。

■  代码清单2-31 使用StatsModels进行ADF平稳性检验

# -*- coding: utf-8 -*-

from statsmodels.tsa.stattools import adfuller as ADF   # 导入ADF检验

import numpy as np

ADF(np.random.rand(100))             # 返回的结果有ADF值、p值等

参考链接：http://statsmodels.sourceforge.net/stable/index.html

06 scikit-learn

从该库的名字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与机器学习相关的库。不错，scikit-learn是Python下强大的机器

学习工具包，它提供了完善的机器学习工具箱，包括数据预处理、分类、回归、聚类、预测、模型分析

等。

scikit-learn依赖于NumPy、SciPy和Matplotlib，因此，只需要提前安装好这几个库，然后安装

scikit-learn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安装方法跟前几个库的安装一样，可以通过pip  install  scikit-

learn命令安装，也可以下载源码自行安装。

使用scikit-learn创建机器学习的模型很简单，示例如代码清单2-32所示。

■  代码清单2-32 使用scikit-learn创建机器学习模型

# -*- coding: utf-8 -*-

from sklearn.linear_model import LinearRegression    # 导入线性回归模型

model = LinearRegression()                         

# 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print(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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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模型提供的接口有

对于训练模型来说是model.fit()，对于监督模型来说是fit(X, y)，对于非监督模型是fit(X)。

2. 监督模型提供如下接口

■  model.predict(X_new)：预测新样本。

■  model.predict_proba(X_new)：预测概率，仅对某些模型有用（比如LR）。

■  model.score()：得分越高，fit越好。

3. 非监督模型提供如下接口

■  model.transform()：从数据中学到新的“基空间”。

■  model.fit_transform()：从数据中学到新的基并将这个数据按照这组“基”进行转换。

Scikit-learn本身提供了一些实例数据供我们上手学习，比较常见的有安德森鸢尾花卉数据集、手写

图像数据集等。

安德森鸢尾花卉数据集有150个鸢尾花的尺寸观测值，如萼片长度和宽度，花瓣长度和宽度；还有

它们的亚属：山鸢尾（iris setosa）、变色鸢尾（iris versicolor）和维吉尼亚鸢尾（iris virginica）。导

入iris数据集并使用该数据训练SVM模型，如代码清单2-33所示。

■  代码清单2-33 导入iris数据集并训练SVM模型

# -*- coding: utf-8 -*-

from sklearn import datasets                # 导入数据集

iris = datasets.load_iris()                      # 加载数据集

print(iris.data.shape)                          # 查看数据集大小

from sklearn import svm                      # 导入SVM模型

clf = svm.LinearSVC()                       # 建立线性SVM分类器

clf.fit(iris.data, iris.target)                  # 用数据训练模型

clf.predict([[ 5.0,3.6,1.3,0.25]]          # 训练好模型之后，输入新的数据进行预测

clf.coef_                                     # 查看训练好模型的参数

参考链接：http://scikit-learn.org/stable/

07 Keras

scikit-learn已经足够强大了，然而它并没有包含这一强大的模型—人工神经网络。人工神经网络是

功能相当强大但是原理又相当简单的模型，在语言处理、图像识别等领域都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逐渐

流行的“深度学习”算法，实质上也是一种神经网络，可见在Python中实现神经网络是非常必要的。

本书用Keras库来搭建神经网络。事实上，Keras并非简单的神经网络库，而是一个基于Theano的

强大的深度学习库，利用它不仅可以搭建普通的神经网络，还可以搭建各种深度学习模型，如自编码

器、循环神经网络、递归神经网络、卷积神经网络等。由于它是基于Theano的，因此速度也相当快。

Theano也是Python的一个库，它是由深度学习专家Yoshua Bengio带领的实验室开发出来的，用来



163

数据科学科普

定义、优化和高效地解决多维数组数据对应数学表达式的模拟估计问题。它具有高效实现符号分解、高

度优化的速度和稳定性等特点，最重要的是它还实现了GPU加速，使得密集型数据的处理速度是CPU的

数十倍。

用Theano就可以搭建起高效的神经网络模型，然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门槛还是相当高的。Keras正

是为此而生，它大大简化了搭建各种神经网络模型的步骤，允许普通用户轻松地搭建并求解具有几百个

输入节点的深层神经网络，而且定制的自由度非常大，读者甚至因此惊呼：搭建神经网络可以如此简

单！

1.安装

安装Keras之前首先需要安装NumPy、SciPy和Theano。安装Theano之前首先需要准备一个C++编

译器，这在Linux系统下是自带的。因此，在Linux系统下安装Theano和Keras都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

源代码，然后用python setup.py install安装就行了，具体可以参考官方文档。

可是在Windows系统下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因为它没有现成的编译环境，一般而言是先安装

MinGW（Windows系统下的GCC和G++），然后再安装Theano（提前装好NumPy等依赖库），最后安

装Keras，如果要实现GPU加速，还需要安装和配置CUDA。

值得一提的是，在Windows系统下的Keras速度会大打折扣，因此，想要在神经网络、深度学习做

深入研究的读者，请在Linux系统下搭建相应的环境。

参考链接：http://deeplearning.net/software/theano/install.html#install

2.使用

用Keras搭建神经网络模型的过程相当简单，也相当直观，就像搭积木一般，通过短短几十行代

码，就可以搭建起一个非常强大的神经网络模型，甚至是深度学习模型。简单搭建一个MLP（多层感知

器），如代码清单2-34所示。

代码清单2-34 搭建一个MLP（多层感知器）

# -*- coding: utf-8 -*-

from keras.models import Sequential

from keras.layers.core import Dense, Dropout, Activation

from keras.optimizers import SGD

model = Sequential()                  # 模型初始化

model.add(Dense(20, 64))  # 添加输入层（20节点）、第一隐藏层（64节点）的连接

model.add(Activation('tanh'))       # 第一隐藏层用tanh作为激活函数

model.add(Dropout(0.5))             # 使用Dropout防止过拟合

model.add(Dense(64, 64)) #添加第一隐藏层（64节点）、第二隐藏层（64节点）的连接

model.add(Activation('tanh'))       # 第二隐藏层用tanh作为激活函数

model.add(Dropout(0.5))             # 使用Dropout防止过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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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add(Dense(64, 1))  # 添加第二隐藏层（64节点）、输出层（1节点）的连接

model.add(Activation('sigmoid'))    # 输出层用sigmoid作为激活函数

sgd = SGD(lr=0.1, decay=1e-6, momentum=0.9, nesterov=True) #定义求解算法

model.compile(loss='mean_squared_error', optimizer=sgd)   # 编译生成模型，损失函数为平均误

差平方和

model.fit(X_train, y_train, nb_epoch=20, batch_size=16)      # 训练模型

score = model.evaluate(X_test, y_test, batch_size=16)    # 测试模型

要注意的是，Keras的预测函数跟scikit-learn有所差别，Keras用model.predict()方法给出概率，用

model.predict_classes()给出分类结果。

参考链接：https://keras.io/

08 Gensim

在Gensim官网中，它对自己的简介只有一句话：topic modelling for humans！

Gensim用来处理语言方面的任务，如文本相似度计算、LDA、Word2Vec等，这些领域的任务往往

需要比较多的背景知识。

在这一节中，我们只是提醒读者有这么一个库的存在，而且这个库很强大，如果读者想深入了解这

个库，可以去阅读官方帮助文档或参考链接。

值得一提的是，Gensim把Google在2013年开源的著名的词向量构造工具Word2Vec编译好了，作

为它的子库，因此需要用到Word2Vec的读者也可以直接使用Gensim，而无须自行编译了。

Gensim的作者对Word2Vec的代码进行了优化，所以它在Gensim下的表现比原生的Word2Vec还要

快。（为了实现加速，需要准备C++编译器环境，因此，建议使用Gensim的Word2Vec的读者在Linux

系统环境下运行。）

下面是一个Gensim使用Word2Vec的简单例子，如代码清单2-35所示。

代码清单2-35 Gensim使用Word2Vec的简单示例

# -*- coding: utf-8 -*-

import gensim, logging

logging.basicConfig(format='%(asctime)s : %(levelname)s : %(message)s',  level=  logging.INFO)                        

# logging是用来输出训练日志

# 分好词的句子，每个句子以词列表的形式输入

sentences = [['first', 'sentence'], ['second', 'sentence']]

# 用以上句子训练词向量模型

model = gensim.models.Word2Vec(sentences, min_count=1)

print(model['sentence'])    # 输出单词sentence的词向量。

来源：大数据DT（ID：hzdashu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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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视角的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研究

浅析大数据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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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拔豪  九江学

院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

日益进步，我们已经进入了大

数据时代。现如今，大数据技

术已经应用于各个行业中，并

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了顺

应时代的发展，金融行业也应

用了大数据技术。本文从大数

据背景下金融风险管理特点引

入，介绍了大数据金融管理面

临的风险与挑战，并提出了防

范金融风险的应对措施，希望

能够给金融风险防范工作的开

展提供一定帮助。 

【关键词】大数据；互联

网；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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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大数据技

术的成熟和金融科技概念的引

入，在互联网金融等各种金融

服务群体的硬性需求下，大数

据金融应运而生。大数据金融

新型模式不仅为互联网企业带

来了新的利润资源，而且为各

个平台型、供应链型中小型企

业和用户提供了全新的融资环

境。大数据金融在发展中存在

着诸多风险和挑战，因此,我

国大数据金融发展应该科学部

署战略平台，以顾客为中心以

及加强产品创新，注重客户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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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最新的较有学术价值的大数据相关的期刊文献，热搜大数据相关的新书进行推荐，提供给

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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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数据金融模式对市场营销产生的影响

【作者】吉克伍果  西南

石油大学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

不断发展，大数据技术被不断

地运用到各领域中，尤其是其

与金融的结合，给各领域的发

展带来重要的影响。对于市场

营销来说，大数据金融技术及

模式同样为其既带来了机遇，

又带来了挑战。传统的市场营

销模式，在市场需要愈发多元

的时代背景下，已然有些陈

旧。鉴于此，笔者将在分析大

数据金融模式内涵的基础上，

简要概述大数据对市场营销产

生的双重影响，有针对性地提

出对策，以保证让企业的市场

营销发挥应有的价值。 

【关键词】大数据金融模

式； 市场营销；企业品牌；

【分类号】F274；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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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纳税  2020年05

期 

【ISSN】1674-0920

大数据金融模式对市场营销产生的影响分析

【作者】刘鸿海  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简单

介绍了大数据金融模式相关内

容，通过对现阶段大数据金融

模式对市场营销产生的影响，

来探讨大数据金融模式下提升

市场营销水平的有效措施，以

创新市场营销手段，转变传统

市场营销模式，适应大数据金

融时代环境，从而推动大数据

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市场

营销有效性，带来更多的经济

效益。 

【关键词】大数据；金融

模式；市场营销；有效措施；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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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大数据与大数据金融

【作者】何大安  浙江工

商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

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

【摘要】金融大数据和大

数据金融，是两个具有不同内

涵的概念，我们有必要在区分

各自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

金融大数据构成来说明用于金

融决策的信息来源，通过分析

大数据金融这一动态过程来论

证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

等的融合对金融决策行为的重

塑。对于大数据金融，无论是

分析它的操作过程还是应用场

景，都必须在对大数据金融实

施平台和技术条件配置作出分

析的同时，对云计算、机器学

习等人工智能手段作用于大数

据金融发展的过程进行分析。

本文在考察金融大数据构成的

基础上，力图通过大数据金融

的研究来揭示将来人类金融决

策行为有可能产生的一般机

理。 

【关键词】金融大数据；

大数据金融；互联网；机器学

习；人工智能；

【期刊】学术月刊  2019

年12期  

【ISSN】0439-8041

大数据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研究

【作者】毕海波  中国人

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

【摘要】大数据、云计算

等信息技术是目前信息化发展

的必然趋势，大数据是需要新

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

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

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

的信息资产。大数据已经成为

企业和社会关注的重要战略资

源,就像计算机和互联网一样，

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技术革

命。在新疆辖区金融信息共享

工作取得一定突破的前提下，

阐述以新疆金融电子政务平台

为基础，利用共享数据实现新

疆大数据金融云建设的构想。 

【关键词】信息共享；大

数据；金融云；电子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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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大数据金融下小微企业融资模式分析

【作者】裴聪  湖北经济

学院法商学院

【摘要】小微企业作为中

国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

以及经济体制的变革获得了十

分迅速的发展。目前，国内的

小微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企业

总量的90%，且其对于国民经

济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也已经超

过了30%。不过,由于小微企

业存在经营风险较高、运作产

能较小以及资金成本不足的缺

点，导致其常常受到融资难以

及审核通过率低等问题的制约

和局限。与此同时，小微企业

的融资情况也不属于传统银行

所关心的范畴，是附带型业务。

因此，把电商金融平台与小微

企业联系在一起，对解决小微

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有着现实

意义。本文通过对电商大数据

金融平台下小微企业融资的优

缺点进行分析，进一步针对存

在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措施。 

【分类号】F 2 7 6 . 3；

F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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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金融的风险与挑战分析

【作者】侯晓玥  安徽财

经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从当前的大数

据技术的迅速发展能够看到，

和金融领域的结合度愈来愈紧

密，大数据金融成为新的发展

行业。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形成

了新的金融发展模式，大数据

金融迅速发展有着其优势，但

是在发展当中也存在着诸多风

险和挑战。本文先就大数据金

融发展的机遇以及所面临的挑

战加以阐述，然后就大数据金

融的风险和风险发生的原因进

行分析，最后探究大数据金融

发展的策略，希望能从理论层

面的深化探究，为应对大数据

金融风险有所裨益。 

【关键词】大数据金融；

风险；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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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和大数据在金融行业的应用研究

【作者】刘烈奎  中信银

行信用卡中心

【摘要】区块链首先是指

通过去中心化和去信任的方式

集体维护一个可靠数据库的技

术方案，这也注定了大数据和

区块链的密切联系。当前，大

数据和区块链技术迅速发展，

有望在各行各业中产生影响。

本文讨论区块链和大数据在金

融行业的应用，并提出了在金

融行业的应用前景与建议，致

力于对今后区块链和大数据的

研究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 

【关键词】区块链；大数

据；金融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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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大数据金融审计防范金融风险的策略

【作者】张玮  苏州旅游

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摘要】随着我国的科

学技术和经济的进步，大数据

和网络技术已经在各行各业产

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金融业

已经呈现出了结合数据和网络

提升服务效果的趋势，与此同

时金融机构也应当注重利用大

数据技术来提升在进行金融审

计的过程中控制金融风险的水

平，对金融市场做出更好的预

测。 

【关键词】大数据；金融

审计；金融风险；风险防范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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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文献全文

Abstract 

Shares choice to enter a portfolio is a good topic in finance and management, as it affects the portfolio 

performance which is managed by a Fund Manager. In this research, we aim to create a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model to choose a share to enter a portfolio based on its financial factors and big data about the financial condition 

of companies. The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model has 15 input nodes of attributes associated with a company’s 

financial situation, 8 hidden layer nodes, and 1 output node. The accuracy of the model is 85.71%, with a learning 

rate of 0.05 trained over 2000 it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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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bstract（#br）Finance service based on big data faces many issues, such as fraud, credit. In 

this paper, we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business model under the big data. We first analyz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big data finance on customer information protec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Customer informa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high value of data and strong destructive data lea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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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Think Python》

《Think  Python》是很多

Python初学者的不二入门教材，

受到广泛好评。该书原作者是美

国Olin工程学院的教授Allen B. 

Downey，目前该书的原版和中

文版本都已免费开源。

《Think  Python》是面向

Python编程初学者的入门书籍。

该书从编程的基本概念开始，经

过精心设计，可以在首次使用时

定义所有术语，并按照逻辑顺序

发展介绍每个新概念。其中，较

大的内容部分（如递归和面向对

象的编程）都划分为一系列较小

的步骤进行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