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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快速发展 “用云量”增势迅猛

云计算驱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在工业时代，通常以用

电量等指标衡量地方经济发

展 水 平 。 进 入 数 字 经 济 时

代，“用云量”将与数字经济

规模显著正相关；可以通过

计算用云的数量，来衡量一

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程度。当

前，云计算正不断驱动着实

体经济与新技术相融合，完

成数字化转型——

“我们在每款鞋子的鞋底上安装了
智能芯片，用来采集它们被顾客试穿的
时间。1 月份新款上市后，有一款鞋的
试穿率排名第一，但转化率只有 3%，为
什么试穿的人多、买的人少？我们分析
发现，这款鞋虽漂亮、但不舒适，于是我
们修改了鞋楦型。重新推出后，销售增
加了 5 倍。”百丽国际新零售运营中心
负责人李文卓说，决策的基础正来自云
端的海量数据。

在云端用人工智能分析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三驾马车”
中，云计算是基础“土壤”。国家工业信
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信息化研究与促
进中心主任周剑说：“农业时代汇聚资
源的要素是土地，创造价值的要素是劳
动力；工业时代汇聚资源的要素是资
本，创造价值靠的是技术；数字经济时
代，汇聚资源的要素主要是数据，创造
价值很有可能是云计算和人工智能。”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
化腾则提出了“用云量”的概念。在他
看来，云是产业革新的原动力，是新型
社会管理的主平台，更是人工智能的强
载体。“工业时代，我们以用电量等指标
衡量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未来数字经
济时代，可以通过计算用云的数量，来
衡量发展程度。”

云计算并不仅仅意味着企业和政
府部门将线下的服务器搬到线上，而是
不断驱动着实体经济与新技术相融合，
完成数字化转型。

传统领域“上云”热情高涨

通过手机应用“永辉生活”，永辉超
市每天能收到 300 万笔订单，描述消费
者行为的海量数据同时汇集到了永辉
云。永辉超市创始人张轩宁对永辉云
寄予厚望：“商品实现进销存全流程数
据化，可以计算出更匹配用户需求的产
品；流程上的每个节点也可以通过算法
来优化，实现成本和效率更优。永辉云
与人工智能相结合，每年节约的成本上
亿元。”

中国银行副行长张青松告诉记者，
中国银行正探索用云上的事中风控平
台来代替传统的 U 盾。“过去，网上银行
转账的安全机制靠的是手机短信加 U
盾验证，这给没有随身携带 U 盾的客户

带来了不便。通过事中风控平台对用
户的使用习惯画像，为取消物理安全设
施创造了可能。”

腾讯研究院日前发布的《用云量与
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7
年全国“用云量”快速增长，2017 年下
半年全国“用云量”总量较上半年增长
66.5%，年化增长率达 133.1%。2018年
第一季度增速再上台阶，较去年同期同
比增长了 138.6%。

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告诉经济日
报记者：“从传统领域的表现来看，政务
服务整体用云量占比虽小，但增速极
快。2017 年增长超过 10 倍，在行业中
增速排名第一，包括制造业等实体经济
在内的传统产业用云量年化增速达
278.6%，是去年行业‘用云量’增速的
第二名。这一结果从侧面印证了‘互联
网+’正快速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移
动互联正在与传统经济加速融合。”

报告也提出，用云量与数字经济规
模显著正相关，用云量较大的省份，数
字经济规模也相应较大。“数字经济增
长必然要求更多的企业、产品、服务上
云，导致用云量激增。其中，传统行业
用云量增速较快的省份，数字经济增速
也较快。”司晓说。这同样说明，从政务
服务到传统行业，数字化进程正快速推
进，并开始取得积极成果。

政务“上云”流程再造

6 月 5 日上午 10 点，通过人脸识别
认证，广州市民殷女士在微信卡包里点
开了儿子的电子出生证，这是广州市妇
女儿童医疗中心签发的全国首张全省
通用的出生医学证明电子证照。包括
电子出生证在内，全国首个集成民生服
务的微信小程序“粤省事”上线不足 1
个月，已能完成包括上线社保医保、住
房公积金服务等 142项民生服务。

在“粤省事”的背后，统一的政务云
平台默默发挥着作用。数字广东网络
建设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景田表示，

“要消灭‘数据孤岛’，首先要开展统一
的政务云平台建设。在此基础上，才能
系统地规整和梳理政府各部门的数据，
并分析政务服务的每个流程。然后，才
能知道哪些流程可以精简、哪些材料可
以少交或不交。因为数据都在统一的

云平台上，群众就可以少跑腿。”通过
“上云”打通政务数据，公共服务可以实
现流程再造，解决用户体验的瓶颈。

政务“上云”还意味着更多的数据
资源有可能被打通并共享，从而进一步
挖掘出价值，提升智慧城市的建设水
平。阿里云机器智能首席科学家闵万
里告诉记者：“在云上，数据被调用了多
少次、实现了怎样的价值，都可以计
算出来。比如，交通大数据通过提供更
优的路径规划，节约了多少时间、产生
多少价值等。数据资源的价值一旦能
够真正被核算出来，就能够开发出相应
的商业模式。”

工业“上云”创新供给

“我们可以在云平台上设定参数，
将实时采集到的机器温度上传到云端，
再通过微信推送给企业负责人。通过
云端，人和机器就可以实时联系在一
起。”工业互联网服务商深圳华龙讯达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龙小昂这样
介绍他们与腾讯云合作开发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腾讯木星云的特色。在他看
来，云支撑着所有计算、分析和大数据
应用，“通过‘云’使生产环节和业务得
到有效控制，这些都是工业互联网中最
需要突破的环节”。

工业互联网经历着从数字化到网
络化再到智能化的发展，云计算让网络
化成为可能，也让互联网对传统制造业
的改造不只是停留在营销端。周剑说，
目前工业互联网最大的痛点就是 OT

（运维技术）与 IT 的融合，以及制造能
力的平台化，两者都离不开云计算。“只
有 OT 与 IT 融合，信息化才能真正触达
设备和制造工艺，挖掘出制造业最根本
的价值。制造能力平台化同样是关键，
将制造能力共享并定价，通过大数据、
人工智能精准匹配，基础同样是云。”

在他看来，工业互联网第一阶段的
任务仍是快速推动制造资源的全面云
改造。“对基础设施、工具、设备和业务
系统实施云迁徙，不仅是简单的线上连
接，也一定会带来新的商业模式。在数
字化基础上，推进制造能力的模型化、
组件化和可配置化，通过云上的交易来
实现资源深度合作，在企业、行业乃至
区域之间实现制造能力的共享。”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公司副总裁陈
冠棋同样认为，工业互联网平台需要的
是从端到网、到云的一体化信息物理系
统作为支撑。“工业网、互联网和物联网
这三张网因此才能融合，在这个整合的
网络上，就能形成开放互融的平台，构
建起一个面向全产业价值链的智慧应
用体系。”

5月末铁矿石价格指数由升转降

铁矿石需求将有所减弱
本报记者 周 雷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5月末中国
铁矿石价格指数 （CIOPI） 为 236.59 点，环比下降 2.63
点，降幅为 1.10%，环比由升转降。基于多方面因素分
析，后期铁矿石价格走势预计相对平稳。

据钢铁协会监测，5 月末国产铁精矿含税价格为
585.64元/吨，环比上升3.32元/吨，升幅为0.57%，环比
由降转升；进口粉矿到岸价格为 64.27 美元/吨，环比下
降0.87美元/吨，降幅为1.34%，环比由升转降。

钢铁协会有关人士认为，5月份国内市场仍处需求旺
季，钢铁产能释放保持高水平。受环保督察影响，铁矿石
市场需求预期有所下降，港口库存小幅回升，铁矿石价格
小幅调整。由于市场仍供大于求，后期铁矿石价格总体相
对平稳，预计将呈小幅波动走势。

首先，粗钢生产保持高水平，后期将会有所下降。据
钢铁协会旬报统计，5月中上旬会员钢铁企业平均日产粗
钢 195.76 万吨，估算全国日产粗钢 257.06 万吨，比 4 月
份日产量上升0.55%，是历史最高日产水平。为落实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5月份
全面启动。受此影响，后期钢铁企业产能释放会有所下
降，铁矿石需求也会相应有所下降。

其次，铁矿石港存由降转升，市场供大于求态势未有
改观。5 月末全国进口铁矿石港口库存量回升至 1.60 亿
吨，环比上升 132 万吨，升幅为 0.83%；同比上升 2013
万吨，升幅为 14.35%，铁矿石库存处于历史次高位；今
年1月份至4月份，全国累计进口铁矿石3.53亿吨，与上
年同期基本持平，全国生铁产量同比下降1.23%，铁矿石
市场仍处于供大于求态势。

第三，钢材价格升幅收窄，后期铁矿石价格难以大幅
上涨。据钢铁协会监测，5月末中国钢材价格指数 （CS-
PI） 为114.29点，环比上升1.29%，升幅较上月收窄1.97
个百分点。后期受环保督察等因素影响，铁矿石需求强度
有所减弱，市场仍供大于求，价格难以大幅上涨。

第六届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在深圳举行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近日，

以“新时代的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
算”为主题的“2018第六届中国大数据
产业峰会”在深圳举行。大会汇聚了近
600位技术专家和企业家代表，共同探
讨科学技术的创新融合发展趋势。

亚马逊 AWS 首席云计算技术顾
问费良宏表示，自动驾驶汽车、智能零
售、智能语音交互、机器翻译以及机器
人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更多的用户能
产生更多的数据，更多的数据能带来更
好的分析，从而带来更好的产品，吸引
更多的用户，如此循环如同“飞轮”旋
转，从而完善客户体验，增加竞争优势，

提高效率，带动企业不断向前发展。
深圳市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中心总

工程师关志超表示，引入大数据在线监
测，汇聚实时速度、流量、出行特征等信
息，再建立分析工具运行测评，将在预
防处置交通拥堵方面提供重要帮助，服
务于科学化和智能化出行。

“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深圳市
智慧海洋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崔军红表示，智慧海洋大数据可广泛应
用于海底地形探测、海洋矿产勘探、海
洋信息挖掘、海洋大数据预警以及个人
潜水消费等多个领域，近几年智慧海洋
科技已进入深海应用。

国家首批光热发电示范项目有望年底投运并网

甘肃玉门打造“光热小镇”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5 月下旬的戈壁滩上阳光炽热，位于甘肃玉门市
郑家沙窝的 5 万千瓦光热发电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
天。在茫茫戈壁上，工人们正忙着焊接安装各种设
备，塔架周边数千根柱子已经安上了光亮的定日镜。

“整个项目共建设 15 个发电模块，即将完成的是
第一个模块。”玉门鑫能光热第一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瑞祥告诉记者，作为国家首批光热发电示范项目之
一，郑家沙窝熔盐塔式 5 万千瓦光热发电项目的建设
进度在掌控之中，有望实现年底投运并网目标。

玉门境内太阳能资源非常丰富，是国家一类太阳
能资源区，可开发太阳能发电项目面积近 3000 平方
公里，是建设太阳能光伏发电的理想区域，也是甘肃
省太阳能总辐射量最高区域之一。

记者了解到，2016年9月份，国家能源局确定了
第一批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共 20 个、总装机容量
134.9万千瓦，其中玉门市共入选示范项目4个、总装
机容量25万千瓦。玉门成为此次国家光热项目获批数
量最多、装机规模最大、技术路线最全的县市。

李瑞祥说，郑家沙窝熔盐塔式 5 万千瓦光热发电
项目由上海晶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和江苏鑫晨光热技术
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系统转换效率达 18.5%，储热时
长由6小时优化为12小时。项目建成后，年平均发电
量可达 2.2 亿千瓦时，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1.43 亿元，
可节约标煤 7.7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23 万吨，经济效
益和节能减排效益非常显著。

随着 4 个国家首批光热发电示范项目陆续开工建
设，玉门市已经开始布局相关产业，打造光热产业小
镇。玉门市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玉门光热小镇核
心区位于玉门市花海镇，规划面积 500平方公里。规
划形成“一客厅四基地”的主体功能结构：“一客厅”
即光热小镇，“四基地”分别为光热发电基地、装备制
造基地、技术验证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

项目建成后，玉门光热小镇将把光热发电及装备
制造、光热产业研发、检测、人才培养等产业链条完
全整合起来，形成强大的产业集聚效应，成为光热技
术大规模商业运营的产业高地。

近六成用户为“小家庭”

亲子出行大多选择自助游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日前，携程在上海发布的 《2018 携程酒店亲子房白
皮书》显示，高达89.7%的亲子用户近一年内曾带孩子旅
游，亲子出游93%选择自助游或半自助游。

数据显示，2017年 0岁至 14岁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
17.6%，家庭结构中小规模核心家庭所占比重上升。与此
同时，“80 后”家庭逐渐成为主流消费群体，热衷旅游，
认可亲子游的教育功能，且消费能力强劲。在此背景下，
亲子房市场迅速升温。

白皮书首次披露了亲子房旅游市场现状，同时推出了
业内首个亲子房标准。白皮书显示，49%亲子用户所携带
的儿童年龄为 6 周岁至 14 周岁；这部分家庭因为要兼顾
孩子上学，更倾向于安排在寒暑假出行。另有32%亲子游
家庭所携带的儿童年龄在 6 周岁以下，出行时间更为灵
活。超过18岁仍与家长一同出游的比例仅占9%。

报告还显示，亲子出游 93%选择自助游或半自助游，
并且更加注重品质，近五成选择豪华酒店，同时一价全包
式度假村也逐渐受到青睐。与国内酒店其他用户相比，亲
子用户对酒店价格关注较弱，价格因素的关注度仅排名第
四位；亲子用户最关心儿童早餐、玩乐设施。同时，亲子
出行主要以“小家庭”为单位，58%的亲子用户为一家三
口或一家四口出行。

与国内酒店其他用户相比，亲子用户的年龄集中在
36 岁至 45 岁，职业等级和年收入较高，城市分布更均
匀，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消费者是亲子市场中坚力量。

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说，近年来
亲子旅游产品发展迅速，包括亲子房在内的亲子市场潜力
巨大。“亲子房项目是携程对细分市场的挖掘，是为用户
出行提供便利的一种创新。”携程CEO孙洁表示。

本版编辑 杜 铭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等相关规定，经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授权及湖北银监局验收合格，富邦华一银行

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于 2018年 5月 17日取得湖北银监局 《关于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业务范围的确认函》，确认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在下列范围内经营对各类

客户的外汇和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票据承兑与

贴现；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买卖股票以外的其他外币有价证券；提供信用证服务及

担保；办理国内外结算；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代理保险；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

务；提供保管箱服务；提供资信调查和咨询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

他业务。

现特公告，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已于2018年6月6日起正式开展境内公民

人民币业务，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9号长城汇T1-1563、1564，T1-8。

特此公告。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2018年6月8日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关于开办对中国境内公民人民币业务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