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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在即，花卉产业受关注——

花卉离“日常消费品”有多远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
最大的花卉生产中心、重要
的花卉消费国和进出口贸易
国。但是，我国花卉种质资
源潜力仍远未挖掘出来，自

品花卉品种基本依赖进口，
严重制约了花卉产业发展。
下一步，需要加大政策支持，

云南省昆
明市斗南花卉
市场现已发展
成为亚洲最大
的鲜切花交易
市场。图为斗
南花卉市场繁
忙的夜间交易
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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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同时，要
做好宣传推广，使花卉成为
人民群众的日常消费品

世界最大生产中心
“我国花卉产业经历了恢复发展、巩
固提高、调整转型 3 个阶段后，不断发展
壮大，逐步形成了现代花卉产业格局。”中
国花卉协会会长、2019 北京世园会组委
会副主任江泽慧说。
数据显示，1984 年我国花卉种植面
积为 1.4 万公顷，到 2017 年已大幅提升至
近 140 万公顷；销售额也从 6 亿元扩大至
1533 亿元，出口额从几千万美元上升至 6
亿多美元。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花卉
生产中心、重要的花卉消费国和进出口贸
易国。
尤为喜人的是，花卉品种创新一直是
我国花卉研究和产业发展的主题，我国具
有自主产权的花卉新品种总数显著上升，
竞争力不断提升。
江泽慧告诉记者，我国已有授权林业
植物新品种 1763 件，其中花卉新品种数
量占 60%以上。这些授权的花卉新品种
蕴含着巨大的生产潜力和市场潜力。继
梅、木樨属被国际园艺学会授权后，新授
权竹、蜡梅属、姜花属、海棠国际品种登录
权。在我国花卉市场中，自主创新品种和
驰名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数量不断
增多。
不仅品种、数量不断增多，经过不断
转型升级，我国花卉生产结构也在不断优
化，产品质量明显提高。比如，鲜切花发
展势头强劲，种植区域不断扩大——从云
南核心区向其他区域扩展，每个区域都有
重点品种，旧的行情规律已被打破。
近 两 年 ，国 内 盆 栽 植 物 需 求 不 断 扩
大，产量明显增加，价格总体下降，产业向
着多品种、高品质方向不断迈进。2018
年，绿化观赏苗木产业市场分化、消费分

层现象进一步加剧，新优品种独领风骚，
专类苗圃产销优势突出。花卉产业呈现
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和智能化新特征，
环控设施、自动化设施等得到进一步推广
应用，生产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友
好，产品质量明显提高。

种质资源潜力远未挖掘
多年来，花卉产业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花卉业仍处
于转型升级阶段，发展瓶颈亟待突破。
江泽慧告诉记者，制约我国花卉产业
发展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
花卉品种创新不够、自主知识产权品
种少，是制约花卉产业发展的首要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植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
之一，原产中国的观赏植物种类达 7000
种，牡丹、蔷薇、杜鹃等多种特有花卉对世
界花卉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我
国花卉种质资源潜力仍远未挖掘出来，自
主知识产权品种少。目前，我国主要商品
花卉品种基本依赖进口，严重制约了花卉
产业发展。
花卉产品质量不高、产业扶持政策不
足，是亟待突破的另一瓶颈。我国花卉生
产技术和经营管理还不够完备，产业链拓
展不够，花卉产品质量不高，花卉产品国
际市场竞争力较弱。国家对花卉产业的
政策支持力度不够，花卉社会化服务体系
有待进一步健全。
据了解，福建、河南、江苏、黑龙江、江
西等地制定出台了花卉产业发展规划和
扶持政策，推动了当地花卉产业发展，但
就全国而言，花卉产业扶持政策仍亟需加
强。花卉行业大数据尚未得到有效开发，
花卉信息体系不健全，难以满足消费者
需求。
此外，文化宣传力度不够，消费潜力
未能充分挖掘。我国拥有历史悠久的花
文化，拥有近 14 亿人口的庞大市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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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放：近日，各大药店硝酸甘油大面积
断货，价格从原先不到 10 元上涨至近百元。业
内认为，原料药购货渠道收紧，价格上涨，导致
硝酸甘油产量下降，进而大幅涨价。由于生产企
业较少，产量提升困难，短期内硝酸甘油很难实
现充分供给，缺货状态或将延续。
点评：硝酸甘油是冠心病和心绞痛病人的常
用药，它不仅价格便宜，而且由于见效快，被称
为心血管病患者的“救命药”。虽然目前药品价
格实行市场调节，但针对急救药品短缺问题，政
府应采取措施稳定供应，比如加大采购力度，支
持具备条件的企业承接原料药委托加工。

拓展大众日常消费市场
经过近年来的调整转型，我国花卉消
费正由过去的集团消费向大众消费转变，
由节庆消费、阶段性消费向日常消费、周
年消费转变。花卉消费模式由单一化、从
众化向个性化、多样化转变。花卉消费渠
道更多、更通畅、更便捷，花店、超市正逐
渐成为主流渠道。花卉消费场景更丰富，
家居生活消费比例不断增加。花卉消费
范围由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乃至乡
村发展，花卉消费区域不断扩大，
“ 花卉走
进千家万户”正逐步变为现实。
随着物流业快速发展，花卉产品交易
模式也发生了巨变。大量花卉企业入驻
淘宝、京东等大型网络交易平台，不少企
业建立了网店，开发 APP 应用软件。据
统计，2018 年淘宝鲜花园艺类目销售额
近 150 亿元，每天线上交易的商家数量约
40 万 个 ，在 线 销 售 的 商 品 数 量 约 2500
万个。
同时，花卉园艺超市异军突起，实体
花店与网络花店的融合，成为新零售模
式。新的销售方式不仅使选花购花更为
直观便捷，而且大大缩短了订购花卉的时
间，从而拓展了新的消费群体，为花卉产
业升级注入了新活力。
江泽慧表示，服务美丽中国建设是新
时代花卉业发展的首要任务。
“ 新时代花
卉业发展思路是全面建成花卉品种创新、
技术研发、生产经营、市场流通、社会化服
务和花文化等六大体系，到本世纪中叶，
实现我国花卉业现代化。”江泽慧说。

神州数码与北汽蓝谷联手

汽车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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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规范化标准化难以推进，影响了中药质量提升。中药材产
业走向标准化和“互联网+”是大势所趋
充分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建
立质量可追溯系统，打造现代化中药材电子交易市场，有助于确
保中药材质量全程可控
企业尤其是饮片厂近几年质量问题频
发，都是吃了药材质量不合格的亏。
落后的中药材种植业，已成为阻碍
中药质量提升的拦路虎。例如，道地产
区盲目向非道地产区引种，化肥、农药
滥用导致药力下降，中药材流通中以非
药用部位充当药用部位、以次充好，以
及流通环节繁杂、价格不透明，等等。
专业人士建议，从中药材源头抓
起，督促企业履行主体责任、规范产地
初加工、建立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加

强中药材质量控制等。
2018 年 底 ， 国 家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等
部门推出“定制药园”工作，仅云南省
就在贫困地区设立不少于 100 个“定制
药园”，旨在通过建立中药材产业全过
程可追溯体系，鼓励道地药材种植，保
证药材质量，并帮助贫困户增收。
专家指出，“互联网+道地药材”创
新了发展模式，通过建设集药材信息、
电商、初加工、仓储、溯源、标准等服
务于一体的电子商务基地模式，可以从

董碧娟

随着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不断发展，汽车业各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正
不断走向深入，助推企业革新产品模式、重
塑产业生态，企业强强联合也成为新趋势

李佳霖

当前，我国多数地区药材种植仍处于一家一户分散化经营

新闻回放：4 月 10 日，第 31 届广州国际玩具
及教育产品展和第 10 届广州国际童车及婴童用
品展在广州闭幕。记者从广东省玩具协会获悉，
在国内智能早教机器人市场上，九成产品由深圳
企业制造。据估算，深圳市智能早教机器人 2018
年年产值约为 100 亿元。
点评：智能早教机器人兴起有赖于语音、人
工智能等技术的成熟，除早教功能外，还具备语
音互动、思维训练、陪伴看护、娱乐等更多功
能。目前，深圳市有大大小小智能早教机器人企
业 200 家 左 右 ， 存 在 着 同 质 化 、 模 仿 抄 袭 等 问
题，最终能留下来的将是遵循教育规律、注重品
牌建设与产品创新的企业。

硝酸甘油再现供应紧张

潜力巨大。然而，我国花卉人均消费量不
高，花卉还未能成为人民群众的日常消费
品。因此，日常消费的推广工作还需进一
步加强。此外，我国花卉特色品种的科学
文化研究薄弱，技能培训不到位，需要加
大花卉特色品种文化科学研究、加强花卉
知识科普与推广。

用“ 互联网
互联网+
+ ”促道地药材生产
日前，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商务交
流专业委员会在北京成立。该专委会主
任委员刘峻杰表示，将大力推广运用互
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手段，推进
中药材种植、中药材高科技提取及加
工、中药材质量追溯管理、中药材物流
规范、中药材海外贸易等，推进中药材
产业振兴发展。
中药材产业走向标准化和“互联
网+”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多数地
区药材种植仍处于一家一户分散化经营
阶段，规范化标准化难以推进。中药材
的种子种苗、种植技术、管理等基础环
节都有待规范。
同时，药材种植缺乏科学的市场
导向。中药材专业人士刘红卫认为，
近几年我国中药材种植快速发展，特
别是 2015 年至 2018 年 3 年来，全国中
药材种植面积大幅度增长，传统道地
药材产区发生了明显变迁，新产区不
断出现。
据了解，当前全国中药材种植面积
接近 1 亿亩，年产量近 3000 万吨，供
给超过了需求，且质量千差万别。生产

新闻回放：4 月 11 日，由中核集团中国核动
力研究设计院自主研制的“华龙一号”稳压器先
导式安全阀样机成功完成全排量热态动作性能试
验，性能达到了三代核电最新技术要求，这意味
着我国成功打破国外垄断，突破核电关键阀门瓶
颈，进一步提升了“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
点评：在沉寂了 3 年多之后，最近我国重启
核电建设，这对于加快发展清洁能源、推动能源
结构转型意义重大。发展核电，最重要的前提是
确保安全性。这就要求我们加大研发力度，掌握
核心技术，把产业安全发展的“阀门”牢牢抓在
自己手中，同时也为今后“核电出海”奠定
基础。

智能早教机器人九成“深圳造”

主知识产权品种少；主要商

再过十几天，
“2019 中国北京世界园
艺博览会”
（世园会）就要开幕了。世园会
是由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倡导，旨在推动
世界花卉园艺领域成果展示、技术交流、
贸易合作，共同促进花卉园艺事业繁荣发
展的全球性盛会。那么，我国花卉产业发
展情况如何？记者就此作了采访。

我国攻克核电阀门“卡脖子”难题

种植、加工、仓储到贸易、物流等环
节，开展一系列规范化工作。
多年以来，我国开始建设“中药材
流 通 追 溯 体 系 ”， 并 分 3 批 支 持 18 个
省、市建设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初步
建成了以中央、地方追溯管理平台为核
心，以中药材种植养殖、中药材经营、
中药材专业市场、中药饮片生产、中药
饮片经营和中药饮片使用等六大环节追
溯子系统为支撑的流通追溯体系。
目前，我国中药材现代流通体系专
项建设进展顺利。到 2018 年底，在全
国道地药材产区规划建设的 88 个物流
基地布局完成，已经上线运营的实验基
地有 11 家，通过评审正在建设的物流
基地有 55 家，还有 20 多个将在 2019 年
全部落地并开始建设。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
院长黄璐琦表示，通过技术升级，实现中
药材生产、产地加工和流通设施现代化，
充分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建立质量可追溯系统，打
造现代化中药材电子交易市场，有助于
确保中药材质量全程可控。

日前，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汽蓝谷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协议。双方将围绕云计算、大数
据、车联网、工业互联等技术，依托近 20 年汽车行业信
息化建设经验，共同推动汽车业数字化转型。
随着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发展，
汽车业各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正不断走向深入，企业强强联
合也成为了新趋势。
据了解，此前神州数码已与北汽集团下属多家公司开
展深度合作。今后，神州数码将持续在蓝谷信息打造资源
共享、能力集中、实现汽车行业数据资产运营过程中，提
供云计算、大数据、车联网等技术服务。
蓝谷信息董事长陈江表示，目前北汽集团已建成集出
行、智能、共享于一体的业务生态体系，蓝谷信息作为集
团的 IT 技术支撑，正在建立并强化覆盖全产业链信息系
统、数据交互系统及相关大数据业务。
“作为北汽集团信息化发展、数字化转型平台，蓝谷信
息围绕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车联网、信息安全等领
域不断革新产品模式、重塑产业生态。”陈江说。
据介绍，神州数码深耕中国企业级信息化市场 20 余
年，不仅积累了强大的渠道资源优势，还积极推动企业全
面向云转型。在数字化解决方案方面，神州数码积累了包
括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 17 类自主知识产权公有
云解决方案，并为 100 余家中大型企业提供专业云服务和
数字化解决方案，覆盖汽车、零售、政府、金融、医院、
酒店等多个行业。
神州数码集团 CTO 郝峻晟介绍：“数字化重塑是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更高一层，它围绕新兴移动导向型客户体验
展开，深入车主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背后涉及的数据
以及后续数据分析，是车企更值得关注、更应强化的部
分。神州数码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应用、物联网等热
点技术上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尤其在汽车领域，已
为多家全球知名车企提供多年技术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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