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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4日向泰王国国王哇集拉隆功致加冕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值此陛下加冕之
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

个人的名义，向你和泰国人民致以诚挚的
祝贺和良好的祝愿。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
友，长期关心支持中泰友好事业。我高度
重视中泰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继续

弘扬中泰传统友谊，深化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
得更大进展。祝泰王国繁荣昌盛、人民幸
福安康。

习近平向泰王国国王哇集拉隆功致加冕贺电

“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从各方反馈情
况看，今年的节日消费呈现出一些明显变
化。消费者对品牌和品质的诉求正在不断提
升，从中能够观察全年消费的走势。

“今年‘五一’小长假的节日消费火
热。”中国贸促会研究院研究员赵萍 5 月 4
日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无论是从
景区的拥挤程度，还是铁路民航的旅客发送
量，“五一”小长假不亚于此前任何一个黄
金周。赵萍表示，今年“五一”假日4天，
这是我国近年来首次在劳动节期间安排3天
以上的小长假。再加上正值春暖花开景色宜
人的季节，“很多消费者都特别珍惜这样一
个难得的假期，不少地方的火热程度不亚于

‘黄金周’”。
具体来看，旅游、文化、展会等领域的

假日消费在小长假中表现突出。
旅游消费已经成为节庆消费的重要亮

点。经文化和旅游部综合测算，2019 年“五
一”假期全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1.95亿人
次，按可比口径增长 13.7％；实现旅游收入
1176.7 亿元，按可比口径增长 16.1％。赵萍
表示，此次小长假由于时间较短，长途和出
国旅行时间上调配不过来，因此周边游和国
内游成为消费者的首选。在今年“五一”小长
假期间，这方面特点十分明显。

从文化消费看，由于小长假时间较
短，人们倾向于将更多时间用于本地或周
边文化活动等消费形式上。“如各种文化
展、古董展等一系列文化活动，数量多，
带动了文化消费的增长。”赵萍说，另一个
亮点体现在电影票房方面，在引进新片的
刺激下，“五一”小长假掀起了观影高潮，
电影票房屡创新高。

此外，会展经济在小长假期间表现比较
突出。“在北京，刚刚开幕的世园会成为重
要的旅游景点和消费亮点；在广州，华南车
展观展热情高涨，带旺了汽车消费。”赵萍
指出，会展经济创造了地方的一些新的消费
亮点。

赵萍表示，从今年“五一”小长假情况
看，人们对于品质和品牌消费的诉求更加强
烈，不仅体现在商品方面，对于服务方面要
求也更高。“如北京老字号推出不满意就退

款的服务，就餐方面以消费者满意为先。”赵
萍指出，节庆消费是全年消费的缩影，对全
年消费走势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从长期发展
看，各商家也应顺应消费结构升级大势，从
自身的商品质量、服务品质以及消费者保护

入手，全方位提升消费者的服务体验，“节
假日只有几天，对消费者的服务则是长期的
使命。要坚持创新发展理念，以消费者为中
心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

（更多报道见第三版）

假日经济火热 品质诉求提升
本报记者 冯其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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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高原之上，西藏昌都市实验小学的
“未来教室”里，五年级数学老师罗芳手持平板
电脑，给孩子们演示着多媒体动画，这些新颖
别致的课件，是天津河东区实验小学的老师们
用互联网“送”来的。

碧海白沙侧畔，海南三沙市人民医院的检
验科里，李韩建大夫娴熟地操作着电脑，将小
岛上病人的心电图图像传回远在海口的海南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由那里专门的心电图诊
断大夫给出检查报告。

扫码点菜、刷脸进站、在线挂号、手机值机
……鼠标轻点，手指滑动，互联网新产品新业
态竞相涌现，让8.29亿网民感受着生活的便利
和美好；大数据调控路口的红绿灯，人工智能

“指挥”无灯工厂，云上政务“最多跑一次”……
“互联网+”不断深化，也在为经济社会各领域
转型升级注入新能量。

一路前行，成绩斐然，数字中国建设正在
奏响崭新的乐章。

活力迸发有“底气”

在东莞，32 岁的农民工吴玉霞如今已经
习惯了每天下班后跟在安徽老家的儿子通一

个视频电话。“过去要掰着手指算流量，现在不
限量套餐一个月才58元，怎么用都不心慌！”

与吴玉霞一样，不断夯实的基础设施，扎
扎实实的提速降费，是亿万个人与企业用户放
心“触网”的底气。高速畅通、质优价廉的宽带
网络构筑起社会的信息大动脉，成为数字中国
建设的坚实土壤。

“移动流量通讯费用单价去年降低63%，
到年底测算1GB流量平均资费8.5元，今年一
季度，4G用户规模为12.04亿户，占移动电话
用户的75.4%，手机上网流量255亿GB，同比
增长133.2%。”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
司司长闻库对一个个数字“如数家珍”，“我们
还将持续推动网络提速降费，今年中小企业宽
带平均资费再降低15%，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
费再降低20%以上。”

自主创新、快速突破的技术提升，是数字
中国成为动力十足新引擎的底气。在大数据、
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虚拟现实、量子计算
等重点领域，“中国创造”接近甚至领先国际先
进水平。以人工智能为例，寒武纪、华为、阿里
巴巴在芯片技术研发方面异军突起，搜狗、科
大讯飞在自然语言识别上先行一步；在计算机
视觉方面，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公布的

最新一次全球人脸识别算法测试结果中，依图
科技、商汤科技、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3家中国团队进入前五名。

红红火火的产业发展，则是新旧动能接续
转换的底气。2018 年，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3.78万家，累计完成软件
业务收入 63061 亿元，同比增长 14.2%；实现
利润总额8079亿元，同比增长9.7%。“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结构持
续调整优化，新的增长点不断涌现，服务和支
撑能力显著增强，正成为数字中国发展的重要
驱动力量。”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余
晓晖表示。

深度融合有“抓手”

“依托我们的智能制造业务实践和在机器
人、智能物流和物联网等方面的经验，我们去
年建立了美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现在已为汽
车、新能源、家电等12个行业的150多家企业
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传统企业对‘互联网+’
的热情可见一斑，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重要
的工业互联网应用市场。”美的家用空调创新
中心主任李金波如是说。 （下转第二版）

在科尔沁草原上养牛，宝音图从来没有感到像如今这
样“得劲儿”。这位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的普通牧民已
在饲草料保障、肉牛良种繁育、肉牛屠宰加工环节建起“朋
友圈”，而家乡伊胡塔村建起黄牛交易市场后，宝音图又与
来自广东、上海、黑龙江等地的客商“加为好友”。“牛产业”
链条越来越长，宝音图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在通辽，越来越多像宝音图一样的牧民进入农牧业龙
头企业麾下。5年多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调研看望慰
问各族干部群众时强调，要加快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
转变步伐，探索一些好办法，帮助农牧民更多分享产业利
润效益，真正同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形成利益共同体。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通辽市委书记李杰翔说，“在总书记
的鼓励下，近年来，通辽市对不成链的产业进行‘造链’，对
不完善的产业进行‘补链’，对链条短的产业进行‘延链’，
对需要固化农企利益机制的进行‘强链’，确立了绿色生态
农牧业、玉米生物、铝镍硅新材料、科尔沁肉牛、现代蒙医
药、可降解新材料、沙产业、会展、文化旅游业多元发展的
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以商招商，以企联企，壮大产业集群。虽然通辽处在
北纬45°黄金玉米带上，但由于玉米加工业不发达，长期
面临卖粮难、卖粮贱的困境。2008年，来自山东的玉王生
物集团来到开鲁县办厂，金黄的玉米开始变为雪白的淀
粉。2014年，来自河北的华曙生物集团到通辽投资，转化
淀粉生产土霉素，并与玉王生物为邻。如今，玉王生物的
淀粉不需脱水烘干，“新鲜出炉”的淀粉乳沿管道直接输送
到华曙生物车间里继续深加工。2018年，来自河南的开封
制药集团来开鲁兴业，转化土霉素生产盐酸强力霉素，厂
房与华曙生物遥遥相望。“产业以线串珠，使当地迅速培育
出玉米生物科技产业集群。”开鲁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高艳明说，目前园区对玉米原料进行系列转化，可生产出
抗生素、维生素、氨基酸、木糖醇、添加剂、酒精、饲料等系
列产品，玉米深加工产业链不断延长，已形成了一株茂盛
的“玉米产业树”。

瞄准终端，紧盯高端，提升产业水平。通辽市依托煤
炭资源优势，不断进行创新探索和创业实践，从单纯的“挖
煤卖煤”到实现“煤从空中走”，再到推动“煤电用”一体化
发展，逐步形成了“利用劣质褐煤发电打造低电价优势
——构建多能互补、多点支撑、多网运行、多元消纳电力格
局——以直供铝水加工高端铝材产品——循环利用废弃
资源”的循环经济创新发展之路。金煤化工的一氧化碳偶
联两步法煤制乙二醇技术属全球首创，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国内外著名科研院所、
高校、企业开展了多形式、多领域产学研合作。

构建与产业链并行的资金链、人才链，以链强链。肉
牛养殖资金投入量大、投资回收周期长，成为制约肉牛产

业发展的瓶颈。为此，通辽市与银行、保险公司、相关企业等多次磋商对接，共同推进打
造科技支撑、保险介入、政府协调、银行放贷的“政银保企”合作新模式。依托“中国草原
肉牛之都网”，将建设银行“结算快贷”业务进行拓展改造，创新植入肉牛电子交易平
台。在全国首创肉牛“保险贷”“结算快贷”，推动产业链与资金链、创新链紧密联接。为
推进产业发展，扎鲁特旗专门成立了“煤电铝人才改革试验区”，建立人才创新创业基
地、人才工作站，集聚孵化人才374名，校企合作培养煤电铝人才1600多名，并在试验
区配套建设了公租房、幼儿园、卫生院等设施，让更多人才安心干事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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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中国建设奏响新乐章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未来家居的光线系统，可以根据不
同时段的光照需求，自动调节灯光亮度
……”4月26日一早，来自厦门软件园二
期的企业代表们就聚集在一起，一边吃早
餐，一边聆听技术主题的分享。

像这样的早餐会，厦门软件园二期已
经举办了60期。SAC（软件产业联盟）早
餐会是厦门软件园二期一个约定俗成的
企业家沙龙，来自园区的企业代表们自发
组织，每两周举办一次。不同行业人士聚
集在一起，在轻松的氛围下，互相交流行
业最新信息。

厦门万安智能有限公司是4月26日
SAC 早餐会的轮值单位。按惯例，他们
精心准备了演示文稿。“我今天分享的，是
对未来社区社群发展的一个理解。我们
期望运用行业新技术来服务社区管理决
策，为用户带来更好的社区场景。”厦门万
安智能有限公司新技术研究中心技术总
监许东升说。当他在台上介绍未来智慧
家居应用场景时，台下的听众们聚精会
神，不时记着笔记。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是厦门市重点打
造的“千亿产业链”之一。厦门软件园则
是厦门市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核心
载体。厦门软件园二期如今拥有工商注
册企业 1300 多家，实现营业收入 622.5

亿元。这里驻扎着全国乃至全球的知名
企业，拥有具备全球行业竞争力的技术及
人才。看似小小的一场早餐会，当中的含
金量却不可小觑。

厦门大学海西通信工程技术中心主
任石江宏是早餐会的忠实“粉丝”。“我从
2015 年第一期 SAC 早餐会起就开始参
加，到目前为止，一期都没有落下。”石江
宏说，在早餐会的平台上，企业可以围绕
不同的主题作分享，这对于与会者开拓思
维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对于高校研究
机构而言，通过参加这类早餐会，可以更
好地捕捉市场需求，对教学和科研都将起
到很好的作用。

来自清华海峡研究院的研究员何昱超
在听完许东升的分享后，在会上提出了十
分专业的问题，在得到解答后仍不满足，会
后还特地找许东升进行了一番探讨。“我自
己也是负责人工智能这块，今天来参加这
个早餐会，感觉氛围非常好，大家都很专
业，提出的概念也渗透到了行业的核心，让
我受益匪浅。”何昱超兴奋地说。

来自美亚柏科公司的沈长达说，这样
的早餐会更像是一场思想盛宴，每个人都
很关心技术创新与研发，更关心技术的场
景化应用，这样的讨论可以让人“脑洞大
开”，对今后开展技术研发很有启发。

一场别开生面的早餐会
本报记者 薛志伟 林火灿

左图 5月1日，奇瑞汽
车全新一代瑞虎8预售亮相
2019 安 徽 国 际 汽 车 展 览
会。“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系
列汽车展，新车的发布、新技
术的应用、新颖的互动体验，
极大激发了消费者的参观选
购热情。

本报记者 白海星摄

上图 5 月 2 日，消费
者在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购物。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