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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还没忘记 2010 年上海世博会
“城市生命馆”里关于智慧城市的印象：各个
系统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城市就如同一个生
命体，拥有了精神和灵魂。

那时的智慧城市还仅仅只是一个概念，而
这一概念在我国落地生根，并发扬光大却只用
了短短两年时间。今天，国内已经有超过 50
个城市正式发布了智慧城市建设规划，300 多
个城市明确提出了智慧城市的建设目标。

智慧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对于这一现
象，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元芳，你怎么
看？”日前在福州举办的智慧城市高峰论坛
上，专家们的观点认为：“智慧城市建设既要
鼓劲加油，也要冷静思考。”

投资驱动建设高潮

12 月 5 日，住建部发布“关于开展国家
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或许是巧合，就
在 《通知》 发布的当天，福州市在所有省会
城市中率先发布了智慧城市项目落地成果

“福州市民融合服务平台”。
服务平台整合了福州市政管理服务和城

市商业服务 500 多项功能。市民可以通过互
联网、智能终端、语音电话、有线电视、社
区服务站等多种渠道随时获得城市服务。

以信息技术提升城市服务，福州走在了
前面，而紧随其后的城市也不在少数。赛迪
信息统计数据表明，2011 年中国智慧城市投
资规模超过千亿元，“十二五”时期投资规模
还将不断增大，预计投资总规模将达到 5000
亿元，而带动的相关产业规模会超过 2 万亿
元。

智慧城市建设带有明显的政府投资驱动
的印记。特别是在前一段光伏产业等新兴产
业投资遭遇挫折的情况下，有人质疑，这是
否又会是一次政府投资的“冲动”？

其实，不仅住建部，还包括发改委、工
信部、科技部等相关部委都在密切关注着这
波智慧城市建设高潮。工信部就提出，智慧
城市建设要合理规划，应尊重市场规律加强
宏观指导，杜绝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为此，

工信部启动了智慧城市的相关规划，包括信
息安全规划、物联网规划等超过 10 个，这些
规划将于年底前颁布实施。

“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一个新鲜事物，在全
球范围内都处于实践探索阶段，推广好各地
方好的经验、各地方好的模式是我们一项重
要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推进司司长
徐愈在福州智慧城市高峰论坛上说。而神州
数码 CEO 林杨也认为：“目前国内智慧城市
还处在很初级的阶段，要通过试点、标杆的
方式推动智慧城市在中国的发展速度。”

以人为本推进智慧应用

智慧城市，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正是
基于这个美好愿望，所以智慧城市成功的关
键应该是以人为本。

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高新民认为：
“智慧城市要聚焦民生与服务，人不仅是服务

的对象，也是智慧城市创建的主体。通过公
众多方参与，在互动中可以发掘新的方向和
功能，实现更多的创新。”

如此，福州的市民服务平台是可借鉴的
样本。“福州市民服务平台是一个完全以市民
为中心的服务平台，包括 4 个部分：我的政
府、我的生活、我的支付和我的声音。只要
会说话、就能够享受城市服务。”在福州高峰
论坛现场，服务平台的建设方、神州数码董
事局主席郭为现场用苹果演示了申请港澳通
行证、举报违章等功能。

福州市民服务平台分三层架构，从基
础 网 络 、 大 数 据 中 心 ， 到 云 服 务 接 入 平
台，再到各种各样的应用。这样的平台架
构是可扩展，也是可更新的，更能实现互
动的功能。“平台上的服务可以持续更新，
不断加载更多的服务项目，推动城市的系
统 化 ， 构 建 一 个 美 丽 的 家 园 、 美 丽 的 城
市。”郭为介绍说。

服务于人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也是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一个城市来说，要提
供的服务是异常复杂多样的，但基本上，可
以把城市服务归结为三个大类：城市的运营
管理、企业管理和服务，以及面向个人的市
民管理与服务。

成功的智慧城市案例都有充分的应用基
础。譬如在镇江，通过信息化手段使得公交
车效率大幅度提升，更多市民愿意使用公交
出行；在山东，已经能够做到猪从饲养到配
送，再到餐桌的全程可追踪，可防范；在武
汉，不停车收费系统让城市交通效率提高
12%。

有人估计到 2025年，全世界 70%的人口
将会居住在城市，而我国在未来 15 年之内将
会再有 3 亿人口进入城市。这是一个大规模
城市化的过程，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

城市化是机会，也是挑战，运营城市需
要智慧。

近年来随着信息化、城镇化加速，以城镇为中心的信息化建设成为中国信息化建设的主战场之一。目前，几乎所有的一线城市和超过

半数以上的二线城市都已经提出或正在规划智慧城市的建设。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智慧城市”投资总规模将达到 5000亿元

智慧城市：“元芳，你怎么看”
本报记者 庄光平

据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李宁、安
踏、361 度、特步、匹克和动向这 6 家国内
知名运动品牌库存总量达到 37.21 亿元，比
去年年末增长了 0.22亿元,再创新高。

李宁从 7 月开始，在工厂店、折扣店以
特价方式吸引消费者。之后，国内的其他多
家运动品牌也陆续加入到“去库存大军”的
行列中，纷纷打出 2 至 5 折的低折扣，一场
价格战隐约可见。

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国内运动品
牌就开始集体“过冬”。查阅各公司年报：李
宁的去年底库存已达到 11.3亿元，约是 2008

年 的 两 倍 ； 361 度 库 存 达 到 4.5 亿 元 ， 比
2009 年上涨近 5 倍。另外 4 家大体育品牌压
力同样巨大。

库存的节节攀高意味着生产的商品不
能按原先设想销售，企业会面临资金紧缺
的压力。低价抛售或许在短期内可以帮助
企业回笼资金，但远期来看可能会对企业
品牌建立、渠道管理造成负面影响，并非
长久之计。

从源头上审视我国运动品牌面临的困
境，除了经济不景气，消费乏力的宏观大环
境以外，各企业在产品设计、生产运营等方

面存在的一些自身问题，加剧了供需的失衡。
从需求来看，国内运动品牌产品创新、

品牌建设能力较弱，导致部分客户流失。俗
话说卖东西得靠吆喝，现代企业发展到一定
时期，就需要通过树立品牌来刺激和拢住消
费者，赢得市场。但研究机构对国内运动品
牌主要客户群 （13 岁至 30 岁） 的调查结果
反映出，国内运动品牌的品牌形象比较模
糊，款式、设计、名人效应等方面与阿迪达
斯、耐克等国际知名品牌有相当的差距，各
品牌间同质化、抄袭严重。年轻人对其品牌
认同度低。

供给方面，国内运动品牌前期的野蛮扩
张为后期管理埋下“病灶”。一般说来，运动
品牌采用的是“轻资产”的运营模式，即分
销商先根据门店需求向品牌总公司下订单、
付款，品牌总公司接到订单后再按要求生
产，不负责销售。在这种模式下，产品生产
出来有一段滞后期，市场需求可能已经发生
变化，不容易调整。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李宁品牌由分销商管理的特许经营店铺
数量已经由 2004年在香港联交主板上市时的
2272 家增加到 7495 家。门店数的激增引发
生产扩张，市场收缩的时候不能及时调整就
容易导致库存的积压。

针对劳动力、原材料等传统要素成本上
升的现实国情，业内有关专家提出，改革是
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

在当下，我国运动服装企业应该珍惜政
策福利，以创新驱动发展,加快新产品、新工
艺研发，实施生产管理创新，树立品牌形
象，从根本上提高竞争能力，转危为机。

本土运动品牌需向创新谋发展
本报记者 郭文鹃

2012年 12月 10日，全国工商联换届选举

名单公布，李彦宏当选为副主席，这也是互

联网企业家入选工商联领导机构的第一人。

在此之前，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企业界

代表多为刘永好、王健林、卢志强这样传统

行业商业人物。作为高科技企业代表，李彦

宏的成功当选，从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以互

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影响国计民

生的支撑性产业。

从一个技术精英，走向中国工商界代表

人物及全球商界领袖的过程，李彦宏用了 10

年时间，实现从初始投资 120 万美元到市值

一度高达 460 亿美元的奇迹性跨越过程，也

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由方兴未艾走向蓬勃发

展、全面繁荣的全过程。

在百度成立之初的 2000 年 1 月，根据中

国互联网统计中心 （CNNIC） 发布的数据，

中国网民总数只有 890 万，上网计算机总数

也仅有 350 万，CN 域名总数则是 4.8 万。而

到了 2012 年，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7 月 19 日在京发布的 《第 30 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12 年 6 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 5.38 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 39.9%。手机网民达到 3.88

亿，电脑网民数 3.8 亿，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

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昭示了中国互联网

发展的洪流和新趋势。

从 890 万到 5.38 亿，中国互联网用户规

模在 12 年间增长了约 60 倍。与之应运而生

的是日益壮大的网络经济。互联网将经济发

展态势推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各种新的商业

模式不断涌现，有数据显示，互联网行业产

值 10年增长 350倍。

网络经济已经从一个前沿性行业，变成

全球支柱性行业。而且，网络经济与传统产

业的结合日益紧密，网络产业已经成为传统

产业的重要引擎。这正是能在短短十数年间

诞生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这样市值达数

百亿美元的互联网明星企业的先决条件。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来 讲 ， 李 彦 宏 的 当 选 ，

是以百度为代表的正蓬勃发展的中国互联

网产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

位的象征。

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正是因为自

己见证了全球网络经济的神奇效应，李彦宏

反而时刻充满了忧患意识。大象型企业更容

易步履艰难甚至轰然倒下，全球影像巨头柯

达和通信巨头诺基亚就是近在眼前的明证。

互联网上的流量大概只有 4%左右是搜索引导

的，90%多是非搜索性流量，这些流量如何

通过新兴的商业模式来进行变现呢？这是他

近年来苦苦思考的问题。这种思考，直接促

使了百度由搜索引擎向移动互联网领域的重

大战略转型。

相比于企业或产业转型，更为艰难的是

思维和价值观的转变。一方面，以百度为代

表的互联网“巨无霸”企业，纷纷转向开拓

移动互联网领域；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

“创新、开放、共享”的精神又影响了互联网

“大佬”们的运营形态。如此，整体 IT 业的

发展更惠及网民大众。

互联网关乎国计民生，互联网的创业精

神也是可推崇的精神文明。

新经济人物的产业影响力
张小平

农民工建房不可行

新闻事件：日前，在京召开的全国发展改
革系统研究院年会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
究院课题组建议改革户籍制度，在财政和用地
制度方面建立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
同时允许农民参与保障房建设，按照规划要求
以集资方式合作建房，解决 1.59 亿农民工融
入城市的问题。

专家评析：其实住房问题不仅仅关系到我

们城市中的百姓，也是下一步城镇化无法回避

的一个问题。这个建议可行性不大，虽然这种

提法非常有创新性，但却是理想化的。从操作

上来讲，允许农民集资建房肯定会违背地方政

府的利益，因为土地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

要来源，这种政策尤其在一线城市，一些地方

政府是会反对、会阻挠的。当然，这个课题在

一些偏远的城乡接合部或者偏远地区可能相对

更有效一些。

——中国经济网 《我财经》 评论员杨 晨

股市回升向好

新闻事件：进入 12 月，A 股似乎阴霾尽
散，本周二收盘沪指站在了 2075 点，证券账
户开户数连续数周上涨，股民们的信心似乎又
回来了。

专家评析：股市出现 100 点上涨，有回升

向好的因素。但股市不是靠喊，凭空就能升上

去的，只有出现实体经济面改观，政策环境进一

步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才能实现真正的回

升向好。管理层要做的是完善证券市场相关法

律法规，让股票和基金投资可以真正成为群众

的财富管理平台，才能创造一个健康的股市。

——中国经济网 《我财经》 评论员林 耘

农民储粮急需扶持

新闻事件：近日，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
表示，每年我国农户储粮损失在 400 亿斤左
右。为此，国家粮食局从 2007年开始启动实施
了“农户科学储粮工程”，到 2012年已经累计投
资 53 亿多元。而根据测算，这一工程每年为农
户减少储粮损失 11亿多斤、增收 11亿多元。

专家分析：我国是人口大国，粮食储备、粮

食安全至关重要。400 亿斤约占到我国每年粮

食产量的 8%。这是一个不低的数字，基本上把

我们每年粮食增产的量都废在粮食储存上了。

目前我国每年生产的

粮食有一半左右是由

农民自己储存的，所

以 应 该 拿 出 一 些 资

金，在农民当中推广

先进的储粮技术，把

储粮的损失减下来。

——中国经济网 《我
财经》 评论员林 耘

本报讯 高德地图与新浪联手合作，共同
推出地图社交平台。12月 11日，双方在北京举
行战略合作发布会。

在全新的“地图社交平台”上，新版高德地
图新增了新浪微博的社交内容。用户可以直接
在高德地图上与好友进行分享和互动。打开具
体的地点后，就能看到新浪微博好友的签到、评
论，也可以与附近好友分享“吃、喝、玩、乐”等信
息。用户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账号登录到这一
平台上。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高德与新浪联手布局
“地图”社交,是对移动互联网位置服务的一次
全新探索。高德地图副总裁郄建军表示：“位置
服务将是新社交关系的核心，通过平台开放和
产品的深度整合，位置将衍生成为一种新的社
交方式。”新浪副总裁兼无线事业部总经理王高
飞则表示：“新浪和高德的合作将开启‘门户+
社交+地图’的位置服务新模式。”

据介绍，今后双方将通过产品、数据、云平
台及 API（地图上的兴趣点）等多个层面进行合
作。 （郭 静）

上图：在发布会现场，观众正在体验全新的

地图社交平台上的应用。 龚 玺摄

高德与新浪

共同打造地图社交平台

在日前举办的苏州电子信息博览会上，一名参展商用普通手机与超大型手机作比较。 王建康摄（新华社发）

我 在 现 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