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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2000 元/月以
下价格段需求占租赁房源总
需求的79.4%。

全国门店数达41万家，年增长率高达74%——

现制茶饮为何成“网红”
本报记者 吉蕾蕾

中午时分，上海正大广场的喜茶店人
头攒动。刚拿到“多肉车厘”饮品的陈女
士告诉记者，她和身边的朋友都很喜欢
喝，“特别是加入水果的饮品，喝起来既有
茶香，又能吃到新鲜果肉，味道很新颖”。

在日前举办的“2018中国饮品创新
峰会”上，美团点评发布的《2019中国饮
品行业趋势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
第三季度，全国现制茶饮门店数达41万
家，年增长率高达74%，增长主要来自新
茶饮对常规饮料的替代与消费群体对“健
康茶饮”的需求。

在饮品中强调茶文化的并不只有喜
茶，“奈雪的茶”成立初衷旨在给消费者提
供“一杯好茶”。为了突出茶文化，用天然
茶叶、新鲜果蔬打造出了“茶+软包”的新
品类模式。其在广州新开的店，还特地开
辟一块“现泡茶”区域，以现场冲泡原茶的
方式让年轻消费者进一步了解茶文化。

喜茶、奈雪的茶、茶颜悦色等现制茶
饮“网红”的出现，不仅颠覆了消费者对
中国茶的传统认知，也促进了现制饮品行
业快速发展。从全国门店增长率看，与
2016年同期相比，2018年第三季度北上
广深等一线城市现制茶饮门店增长59%，
二线城市增长120%，三线及以下城市增
长最高，达138%。茶饮外卖表现也十分
突出，2018年第三季度全国现制茶饮外

卖商家数较上年同期增长56.8%。
“彼此的茶”创始人张子骅介绍，饮品

行业从奶茶发展到奶盖，“茶”感越来越突
出，对于“茶”的强调可能会为饮品行业带
来新趋势。

这几年，传统饮品行业消费呈现疲软
态势，国内饮品“巨头”销售业绩也不尽如
人意。与此同时，消费者更崇尚健康饮食
方式，对饮品的需求开始向无糖、低糖以
及低脂、低热量靠拢。在此情况之下，茶
饮市场迎来了挑战者的创新之路。

“茶饮是以前有、现在有、未来也会有
的一种生活方式。”美团点评餐饮学院院
长白秀峰表示，2018年是“中国新式茶饮
元年”，健康、颜值、空间、故事、赋能、数据
化等构成了新茶饮行业六大关键词。

过去，奶茶、果汁等茶饮店通常都在
地铁口等人流密集区，店铺面积也多为十
几平方米，经营模式以外带为主。随着咖
啡文化、新茶饮文化兴起，现制茶饮行业
门店越开越多，店铺面积越来越大。

“现在的都市年轻人都很注重生活品
质，独特的空间环境一定会加分。所以，
我们要打造有品位的茶饮空间，而不是传
统意义的奶茶店铺。”奈雪的茶创始人彭
心介绍，为了让顾客感受到轻松、温暖，奈
雪的茶除了有茶饮区、面点区，还将陆续
推出积分抓口红、抓娃娃的娱乐区，每家
店面积都在100平方米以上。乐乐茶副
总经理郭思含也透露，2019年2月份将率
先在上海开一家 1000 平方米的新零售
店。不过，高昂的门店租金也导致开店成

本居高不下。
“如今，现制饮品消费与休闲类场景

重合度很高，饮品+美发、KTV、美容、游
戏厅、美甲等多种跨场景营销机会也很
多。”美团点评研究院餐饮研究中心负责
人宋杨说，全面化、立体化营销将成为现
制茶饮行业的新趋势，零售化趋势也逐渐
加强。

如今，年轻群体更看重消费体验，高
效便捷的服务也是用户聚焦重点。报告
显示，过半现制茶饮消费者希望商家提供

“预点餐”服务。“提前点，到店取”线上线

下联动的销售模式成为大势所趋。
前不久，美团正式发布美团收银茶饮

版。“它让收银变得更快，每单节省3秒至
5秒，满足了喜茶的客单需求，实现了最高
4000单的日交易记录。”喜茶首席技术官
陈霈霖说，这也满足了连锁饮品企业规模
化的需求。

“供给侧数字化是餐饮发展的大方
向，也是‘新餐饮’的重要特征。”美团点评
高级副总裁张川表示，未来大量来自供给
侧的协同数据，还能与来自需求侧的互联
网平台打通，帮餐厅找到自己的顾客。

2018年，对于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
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全球传
统消费电子市场疲软不振，产业发展不
确定性持续上升，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
可谓迎难而上谋发展。数据显示，2018
年1月份至10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4%，增速快
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7个百分点。

展望2019年，电子信息制造业面临
“外患内忧”的瓶颈局面，增长力度将有
所减缓，亟待聚力创新，打造差异化竞争
体系，走向高质量发展。

增长力度有所减缓

2018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
值、投资、出口等数据保持持续增长，但
增速有不同幅度下降。“展望2019年，电
子信息制造业仍将保持平稳增长，但增
长力度将有所减缓。产业发展中存在的
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增加，企业业绩增速
将进入换挡期。”赛迪智库电子信息产业
研究所所长安晖说。

2019 年，产业发展面临几大瓶颈。
一是国内电子制造企业仍受制于核心技
术、元器件、原材料、装备等薄弱环节影
响，导致附加价值较低，叠加2018年以来
行业增速放缓与原材料等企业成本上升
等因素，2019年企业经营不确定性增加，
行业利润增速波动短期内难以回暖。二
是手机、彩电等传统电子信息领域在缺乏
根本性提振因素的情况下，市场规模渐趋
下降，企业面临较大竞争压力。三是在行
业结构性转型升级趋势下，企业将面临更
加严峻的挑战，技术水平、研发能力、资本
实力较弱的企业面临被淘汰风险。

国际贸易形势对电子信息产业的影响
一直备受关注，可以预计，2019年，部分电
子信息制造企业的订单将受到贸易冲突影
响，负面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将继续扩大。

重点行业加速发力

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正加速结构性
调整与动能转换。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
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子学表示，一方
面，手机、计算机和彩电等传统行业继续
保持规模优势；另一方面，主要行业和产
品高端化、智能化发展成果显著，智能手
机、智能电视机市场渗透率超过 80%，
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产品、虚拟现
实设备等新兴产品种类不断丰富。在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无人驾驶、人工智能、
无人机、智慧健康养老等新兴领域，国内
涌现出了一大批创新型企业，技术和应

用在全球处于领先位置。
从细分行业来看，集成电路无疑最

受关注。据中国集成电路协会统计，
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
收入为 4461.5 亿元，同比增长 22.4%。
市场机构预测，2018年中国集成电路公
司的资本支出约合110亿美元，数额达
到2015年投入的5倍，且超过日本和欧
洲公司 2018 年的相关资本支出总和，
2019年投入规模将继续扩大。

“随着2018年年底大基金二期募资
完 成 以 及 更 多 地 方 政 府 资 金 进 入 ，
2019 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投入将保
持增长态势。此外，长江存储计划在
2019 年第四季度量产 64 层堆叠的 3D
NAND闪存芯片，中芯国际2019年也
要开始量产 14 纳米手机芯片，我国在
芯片制造领域与国际先进技术的差距不

断缩小。”安晖说。
在智能手机市场，2019年高端市场

竞争加剧，新技术、新产品将拉动新消
费。随着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由增量转存
量，各大品牌纷纷瞄准高端市场，一批高
性能、高价位产品将被集中推出。2019
年，屏幕、拍照、快充、识别等功能技术的
成熟，有望拉动智能手机新一波消费。
此外，随着5G商用不断推进，几乎所有
品牌均表示在2019年将发布5G手机，
5G手机将成为推动智能手机消费的另
一个增长点。

“预计2019 年，中国面板厂的产能
规模将达到全球第一。”安晖分析说，在
LCD（液晶显示屏）方面，未来市场的方
向属于大尺寸和8K。随着4K基本完成
普及，8K市场和技术窗口将会打开，各
国面板厂都瞄准 8K 这个机会，多条

10.5、11代线的投产将推动65英寸电视
市场走向普及阶段。在AMOLED（有源
矩阵有机发光二极体）显示屏方面，企业
将进一步把握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期，
维信诺合肥、京东方绵阳、京东方重庆、
华星光电武汉等第 6 代 AMOLED 产线
将陆续投产。

核心领域仍待突破

2018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不断
夯实核心基础领域。周子学介绍说，比
如，华为研发出麒麟 970 智能芯片，飞
腾、龙芯、兆芯等国产CPU 性能持续提
升，京东方首条柔性屏生产线实现量产，
结束了国外企业的垄断局面。同时，电
池隔膜材料、微电机系统传感器、石墨烯
等基础产品也打破了国外垄断，解决了
一批“卡脖子”问题。

同时，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速推广应用；5G、
下一代互联网、超高速大容量光传输技
术、量子通信等前沿技术的研发和商用
进程不断加快。电子信息产业与其他领
域的产业融合、技术融合、市场融合进一
步加速和深化，已成为支撑我国制造强
国、网络强国建设和经济社会创新发展
的重要引擎。

2019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要走
向高质量发展并非易事。安晖坦言，我
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新兴领域创新与国际
速度显现落差，亟需加速合力凝成协同
创新体系；传统领域下降态势尚难被创
新势能提振，有待聚力打造差异化竞争
体系；产业规模和供应链掌控水平尚不
协调，亟待构建安全可控的供应链体系。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2019年，要夯实电子材料、核心元器
件、关键设备等基础产业领域，为新动能
提供有力支撑和安全保障。以5G、智能
制造、消费电子转型升级为导向，着力推
动软硬融合、制造与服务融合、网络与产
品融合，打造产业新兴增长极。探索神
经元计算、量子计算等新型计算技术应
用，拓展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智慧家
庭、智能光伏等新兴产业发展空间。

“从全球产业发展态势看，手机、计算
机等传统电子信息产品出货量增速放缓
乃至下滑的趋势难以根本逆转。相当数
量的中小品牌乃至昔日的大品牌厂商将
面临市场份额下降、负重裁员、被收购重
组或逐渐消失的危机。从新兴领域动能
看，5G、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等新兴领域
尚处于孕育期或爆发前夕，现阶段还未发
挥根本性的提振作用。从创新势能看，品
牌巨头的颠覆性创新水平与消费者成长
速度的矛盾日益凸显，尚难有效激发消费
主体换机意愿。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应
聚力打造差异化竞争体系，力求在激烈市
场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安晖说。

技术水平、研发能力、资本实力较弱的企业面临被淘汰风险——

电子信息制造业进入升级换挡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鑫

一方面是手机、计算机等传统电子信息产品出货量增速放缓，竞

争压力加剧；一方面是5G、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等新兴领域尚处于孕

育期或爆发前夕。在2018年十分“不容易”的电子信息制造业，2019

年将面临产业升级换挡期。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应聚力创新，打造差

异化竞争体系，走向高质量发展

近日，58同城、安居客发布《2018年中国住房租赁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流动人口及高校毕业生为当前
住房租赁市场主要需求群体，2018年全国租赁房源同比
增长36%，上海、北京、深圳租赁房源供应量位居全国前
三。专家表示，未来租赁人群对于居住品质的要求会不
断提升。因此，在增加租赁房源供给量的同时，租赁也将
迎来品质时代。

据原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数
据显示，2015 年至 2017 年间，我国年均流动人口达到
2.46亿，主要流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
区及沿海地区，这一群体已经成为我国房屋租赁需求第
一大群体。此外，从我国租房市场需求结构来看，全国普
通高校毕业生逐年增长，也是房屋租赁需求的重要群体。

与租赁需求相对应的，是2018年房屋租赁市场房源
供应量持续增长。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租赁房源同比
增长36%，上海、北京、深圳租赁房源供应量位居全国前
三，占比分别是 11.9%、11.3%、10.6%。从面积上看，
2018年全国租赁房源主力供应面积集中在50平方米以
下和70平方米至90平方米两个区间，占比分别为29.5%
和22.6%。

报告显示，从价格段的访问量上看，租赁房源主力需
求价格段集中在 500 元/月至 1000 元/月和 1000 元/月
至 1500 元/月，2000 元/月以下价格段需求总占比为
79.4%。

从重点监测城市的租金水平上看，目前有21座城市
的月租金在 40 元/月/平方米，北京、深圳、上海、杭州 4
座城市的月租金超过50元/月/平方米。从租金涨幅上
看，21座城市的月租金同比涨幅都在5%以内。这说明，
随着房地产政策的收紧，房屋租金得到了有效控制，涨幅
均有所收窄。

严监管的政策效应还体现在租售比上。报告指出，
2018年全国租售比进入2.1时代。2018年8月份之后，
租售比降低到2.1%至2.2%。同时，一线城市的租售比均
在2%以内。数据表明，部分热点城市租金上涨得到了有
效控制，租售比趋于稳定。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表示，可以明
确的是，未来租赁人群对于居住品质的要求会不断提升，
因此在增加租赁房源供给量的同时，租赁也将迎来品质时
代。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下半年以来，部分城市纷纷出
台相关政策，加强对长租公寓市场的管理，预计2019年对
租金上涨以及长租公寓的运营管理还将加强。

张波还认为，完善租购并举，深化租赁市场调控，加
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将是2019年住房租赁市场的
主导方向。从城市范围看，除首批开展住房租赁试点的
12座城市外，预计2019年租赁政策会在更多城市落地。

房源供给增加
租金上涨受控

本报记者 王轶辰

□ 流动人口及高校毕业生为当前

住房租赁市场主要需求群体

□ 完善租购并举，深化租赁市场调

控，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将是

2019年住房租赁市场的主导方向

图为消费者在上海国际展览中心沪上奶茶店排队购买饮品。
本报记者 吉蕾蕾摄

氢能作为解决未来人类能源危机的终极方案已在全球
范围内达成共识，氢能产业被誉为“没有天花板”的产业。
拥有氢能产业全产业链基础的山东，将目光锁定这一潜力
巨大的产业。目前，《山东省氢能源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即将完成。该规划将为山东省发展氢能明确顶层设计和发
展路线，加快构建氢能源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发展新格局。
山东省以济南为核心，打造氢能源经济圈，建设集氢能源科
技园、氢能源产业园、氢能源会展商务区三位一体的“中国
氢谷”，这也是山东省转型发展的重中之重。

山东谋划布局氢能全产业链的底气何在？山东省发展
改革委主任张新文认为，山东经济发展发达，市场对新能源
需求量大，在新能源汽车尤其是氢燃料电池汽车细分领域
有很大优势。济南作为省会城市，区位优势明显，并且拥有
丰富的人才和金融资源，为“中国氢谷”项目发展奠定了良
好基础。

从氢气资源上来讲，山东作为化工大省，具有丰富的氢
气资源。据统计，每年可从煤化工驰放气及其他工业尾气
中回收氢气约96.2万吨,可供11.5万辆公交车行驶一年。

从技术上看，以兖矿集团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具有一流
的煤制氢技术，可实现低成本、规模化制氢，打造氢能源制
备、纯化、储运氢能源供给端产业体系，推进氢能源集中式
和分布式能源供给系统示范应用。以山东重工、山东东岳
等为代表的氢燃料电池及相关部件研发企业，集中突破氢
燃料电池关键核心技术，推进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

尤为可贵的是，氢能联盟在对接政府、企业、科研院所
的桥梁作用一旦有效发挥，科研成果将尽快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为山东省在新一轮氢能源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占
到先机。

以济南为核心建“中国氢谷”

山东锁定氢能源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梁尚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