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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发布的《中国的奶业》白皮书显示——

“奶瓶子”越来越让人放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吃的是配方料，喝的是
干 净 水 ， 睡 的 是 “ 软 卧
床”……如今，我国奶牛养
殖不仅越来越科学、精细
化，而且规模化水平大大提
高，质量也更有保证。乳业
集中度不断提升，企业从

“做大”逐渐走向“做强”，
涌现出世界级乳品企业。在
开放竞争中壮大起来的中国
奶 业 企 业 已 开 始 “ 走 出
去”，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
角。中国人自己的“奶瓶
子”越来越让人放心了——

华为进军电视行业——

“智慧屏”能否让用户回归电视
本报记者 陈 静

本版编辑 杜 铭

□ 华为子品牌荣耀日前宣布，发布新品类“智慧屏”电视。其将成

为类似手机和智能音箱的智能家居入口，不仅是家庭影音娱乐中

心，更是信息共享中心、控制管理中心和多设备交互中心。

□ 尽管电视作为“屏幕最大、交互性最强的电器”，是家庭物联网

“枢纽产品”，但阿里巴巴、小米和百度等更早入局的智能音箱企业

已在生态建设上领先一步。荣耀亟需建立自己的“智慧屏”生态。

华为电视终于要来了！华为子品牌
荣耀日前宣布，发布新品类“智慧屏”。
荣耀总裁赵明将“智慧屏”称为电视的未
来，“是电视向下一代的演进和发展”。
他表示，“智慧屏”将成为类似手机和智
能音箱的智能家居入口。

今年6月份，华为消费者业务手机产
品线总裁何刚曾表示，华为在5G时代的
全场景战略是“1+8+N”，“1”指手机，“8”
则指包括电脑、平板、音响、电视、眼镜、手
表、车机、耳机在内的八大业务，这也是华
为首次确认将进军电视行业。那么，荣耀
的“智慧屏”到底是一块什么屏？又将给
传统电视行业带来怎样的变化？

由于产品要等到 8 月份才正式发
布，荣耀“智慧屏”的具体功能目前尚不
清晰。但在赵明的定义里，“智慧屏”不
仅是家庭影音娱乐中心，更是信息共享
中心、控制管理中心和多设备交互中心，

“荣耀将利用自研芯片、AI深度学习、性
能加速、传感技术、IoT 布局等自主创新
科技上的持续积累，为年轻人打造潮流
科技生活”。

这就意味着，与传统电视相比，“智
慧屏”的卖点将集中在智能化上。赵明
也在采访中频频提及“创新”，他表示，传

统电视行业“研发投入比我想象的还要
少，我们在单型号上的研发投入，可能比
一个公司整个电视品类上的投入还要
大，我们希望将科技和创新的核心能力
注入这个行业”。

华为入局对提振电视行业士气不失
为一个好消息。电视行业低迷已持续了
一段时间，来自市场研究机构奥维云网
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电视市场零售
量规模 1202 万台，同比下降 1.1%；零售
额规模349亿元，同比下降13.1%。

正如荣耀“智慧屏”主打智能化一
样，传统彩电厂商也将与人工智能、物联

网融合视为转型方向。今年 4 月份，
TCL 智能终端业务群 CEO 王成表示，
TCL 已经全面抢跑人工智能、物联网赛
道。几乎同一时间，创维也对外发布了
首个大屏人工智能物联网生态。

不过，尽管奥维云网黑电事业部研
究总监揭美娟表示，“电视未来一定是智
能家居的核心。因为目前来看，电视的
普及率、智能化程度与水平都是家电品
类中最好的”，但电视是否真的能靠智能
化打好翻身仗尚未可知。数据显示，
2018 年，国内智能电视用户月开机天数
在 15天以上的占比为 56.4%，月开机 30

天比例仅为14.6%。
对于荣耀来说，更重要的竞争对手

可能不是传统电视厂商，而是诸如阿里
巴巴、小米和百度这样的智能音箱玩
家。考虑到智能音箱“有屏化”已成标
配，实际上包括“智慧屏”在内的智能电
视，可以被视为有屏智能音箱的“放大
版”。尽管由于屏幕尺寸不同，二者可实
现的功能存在差异，小米集团董事长雷
军也曾经表示，电视作为“屏幕最大、交
互性最强的电器”，是家庭物联网的“枢
纽产品”，但是，更早入局的智能音箱企
业，已在生态建设上领先一步。

小米今年一季度财报显示，其物联
网平台连接设备数达1.71亿，是“全球最
大消费级物联网平台”。3 月份，天猫精
灵宣布其智能音箱累计销量突破 1000
万台，连接设备破亿。同时，百度的小度
音箱也控制了超过 85个品牌的 7000 多
万个智能家居设备。从这一点看，荣耀
亟需建立自己的“智慧屏”生态。赵明透
露，荣耀推出了支持开发者的“耀星计
划”，鼓励优秀开发者自主开发适用于荣
耀“智慧屏”的应用，成功上架的应用，商
家可拿到 100%的分成，其决心可见一
斑。未来谁笑到最后，且拭目以待。

奶业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性产业，
关系着亿万消费者。日前举行的第十届
中国奶业大会发布了《中国的奶业》白皮
书，介绍了奶业发展现状。针对奶业发
展的热点问题，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与
会的行业专家和市场人士。

养殖上规模 质量有保证

从过去排队“凭票订奶”，到如今市
场上高温奶、酸奶和奶粉、奶酪等产品种
类齐全、供应充足，我国奶业发展迅速。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介绍，我国奶
业连续跨越 3个千万吨台阶。2018年，
全国奶类产量 3176.8万吨，人均奶类占
有量 34.3 公斤，比 2000 年增长了 3.1
倍。目前，全国奶牛规模养殖比例达
61.4%，奶牛平均单产 7.4 吨，单产 9 吨
以上的高产奶牛超过200万头。

“奶牛吃的是配方料，喝的是干净
水，睡的是‘软卧床’。”多家奶业20强企
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我国已全面普及奶
牛人工授精、秸秆青贮、疫病防控等现代
技术，全部规模牧场实施机械化挤奶，
90%以上规模牧场实现全混合日粮饲
喂，部分牧场实施奶牛生产性能测定、计
算机智能牧场管理、全基因组选择技术
等，整体生产水平明显提高。昔日的畜
群杂乱、手工挤奶、秸秆粗放饲喂等落后
生产方式已成为了历史。

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
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胜利表示，规模
化牧场已成为生产主体。“河北基本在
300头以上，宁夏在1000头以上。我国
奶牛养殖规模超过了欧洲。我国排名前
40 位的养殖企业奶牛存栏总量接近
190 万头，共日产牛奶 2.66 万吨。”李胜
利说，我国奶牛养殖企业的设施装备和
技术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养殖“小散
低”局面得到扭转。

伴随规模化养殖，质量安全也得以
提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奶业协会
会长李德发介绍，我国生乳质量安全水

平大幅提升，生乳蛋白平均 3.2%以上，
乳脂肪3.8%以上，菌落总数和体细胞数
持续下降，质量安全达到国际先进水
准。数据显示，乳制品监督抽检合格率
连续 3 年在 99%以上，婴幼儿配方乳粉
中三聚氰胺连续 10年零检出。2018年
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乳制品样品合格
率为99.8%，是合格率最高的一类食品。

集中度提升“做大”到“做强”

上游养殖日益规模化，下游加工集
中度也在提升。中国奶业协会秘书长刘
亚清说，新世纪以来，乳制品工业总体规
模增速很快，跨地区、集团化成为明显特
征，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2018 年，中
国规模以上乳品加工企业 587 个，主营
业务收入 3398.9亿元，占食品制造业的
18.5%；主营业务收入和增速继续保持
第一，并高于食品制造业平均增速。

伊利集团是我国最大乳制品企业，
近年来稳居世界乳业 10 强。伊利集团
执行总裁张剑秋说，伊利通过建立大洋
洲生产基地，成立欧洲创新中心，迈向印
尼、泰国等国际市场，编织起涵盖资源、
创新、市场等领域的全球网络。前不久，
还与中国电信签约，首次引入 5G 技术，
探索基于新科技的增长平台。

《中国的奶业》白皮书显示，2018
年，全国大中型乳品加工企业占企业总
数的 79%；其中 6 个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超过100亿元；排名前3位的企业，主营
业务收入约占全国乳制品制造业主营业

务收入的 49.8%；排名前 2 位的企业进
入世界乳品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排名前
10强，分别在亚洲排名第一位、第二位。

在农业农村部推动下，我国奶业20
强企业成立了 D20 企业联盟。目前，
D20 企业生鲜乳收购量占全国的 57%，
乳制品销售额占全国的55%。于康震表
示，要建立完善创品牌、推品牌、护品牌
的机制，使国产奶品牌深入人心。

大门已打开 开放促竞争

如今，中国消费者可以接触到国外
品牌乳制品，国外的牧场也迎来越来越
多中国企业。2010年起，中国企业在新
西兰投资奶业成功后，更多中国企业“走
出去”，布局奶源基地和乳品加工厂。截
至 2018 年底，共有 17 家中国企业在境
外投资奶业。我国乳企多款产品在国际
上获奖，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也登陆了
国际市场，影响力逐步显现。

中国奶业协会名誉会长刘成果表
示，我国奶业已高度开放。自中国加入
WTO 和建立双边自贸区后，乳品进口
量快速增长。2018 年，乳品、改良种用
牛和牧草三大类商品进出口总额达
110.2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世界乳品、奶
牛和牧草最大进口国和净进口国。其
中，乳品进出口总额104.2亿美元，约占
中国畜产品贸易总额的 29.5%、农产品
贸易总额的 4.8%。2018 年，中国乳品
贸易额、进口额首次双双突破 100 亿美
元，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乳品市场。

成本和价格是中外奶业竞争的关
键。监测显示，2010 年以来，我国生鲜
乳生产成本持续上升。今年前 5 个月，
每公斤牛奶生产成本约为 3.29 元。目
前，欧盟每公斤牛奶生产成本为 2.5元，

新西兰为 2.2元至 2.3元。可以看到，我
国与奶业发达国家的成本差距较大，需
要尽快把生产成本降下来。

刘成果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奶业面临着更大挑战。奶业工作者既要
脚踏实地，苦练内功；也要放眼全球，吸
收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专家建
议，要引导乳品企业优化乳制品产品结
构，统筹发展液态乳制品和干乳制品。
实施奶牛遗传改良计划，建设国家奶牛
核心育种场。支持家庭牧场升级改造，
开展奶业竞争力提升科技行动，逐步提
高奶业的国际竞争力。

瓶颈如何破 利益要联结

当下，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对奶
业提出了更高要求。李胜利认为，奶业
快速发展对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特别
是大中型奶牛养殖场，每天都在产生大
量粪便、尿液、污水等废弃物。

奶业发展的另一个瓶颈是奶荒、奶
剩交替发生的现象。多位奶农告诉记
者，受进口奶粉冲击以及乳品加工企业
与奶农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影
响，过去奶业生产曾多次出现较大波
动。国外奶牛养殖和乳品加工大多一体
化发展；我国养殖和加工脱节，奶农处于
弱势地位，一些乳企在奶少时抢奶、奶多
时限收拒收，形成了一个怪圈。

于康震认为，要构建融合协调发展
的奶业产业链。支持奶农发展壮大，推
动奶农开办乳制品加工试点，采取差异
化生产销售模式，分享加工环节红利。
支持乳品企业与奶农签订规范稳定的生
鲜乳购销协议。鼓励乳品企业通过自
建、收购、参股、托管等方式，加强奶源基
地建设，提高自有奶源的比例。

李德发表示，解决奶业面临的养殖
成本高、利益联结不紧等问题，要重点推
进生鲜乳价格协商机制建设，密切养殖
与加工利益联结。同时，倡导行业诚信
自律，构建诚信平台，创建诚信体系。

数字化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中山小家电卖出“爆款”
本报记者 庞彩霞

日前，中山小家电产业集群与阿里巴巴天天工厂数字
升级战略启动发布会在广东省中山市举行。据介绍，阿里
天天特卖将以大数据、物联网等科技手段，全面提升中山
小家电产业集群的数字化水平，助力中山家电企业由“中
国制造”向“中国品牌”转型升级。

据悉，中山小家电产业集群是继成都郫都川味食品产
业带之后，第二个加入天天特卖“C2M 产区计划”的中
国产业集群。未来3年内，天天特卖将在全国范围内扶持
升级100个数字化产业带。

记者了解到，中山小家电产业集群拥有千亿元规模，
是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小家电产业集群之一。仅中山市
南头一镇，便有超过 30家家电企业在全国细分行业综合
竞争力排名中位列前五，孵化出了 TCL、奥马电器等多
个知名品牌，是国家授予的首个“中国家电品牌基地”，
平均每平方公里税收超过1亿元。

作为阿里巴巴集团三大千亿级营销平台之一，天天特
卖长期关注传统制造业和地方特色产业带的数字升级。

“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普惠平台，为中国传统制造业产
业带的中小商家带来了数字升级的最佳机会。”中山市南
头镇镇长黄泽培表示,南头将依托“中国家电品牌基地”
建设，发挥“南头制造”区域品牌优势，促进互联网与家
电产业深度融合。

据介绍，安家乐是最早加入天天特卖C2M生态的中山
小家电品牌。2018 年 4 月份，经天天特卖大数据指导，安
家乐研发了多款 C2M 定制产品，上线 4 个月就创下了 50
万台的销售纪录。此次安家乐随中山小家电产业集群开展
数字升级，从原材料准备、生产、质检、包装、入仓到出库环
节上实时监控。据悉，经天天特卖数字升级后，中山小家电
产业集群商家预计可降本增效30%左右。

销量暴增对中山小家电集群商家的生产数字化程度提
出了更高要求。跨国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的报告显示，
2018年仅有7%的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这些转
型较快的企业，营收增长率是其他企业的5.5倍，销售利
润率是其他企业的2.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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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消息

称，去年我国油气探明储量止

跌回升，新增 1 个亿吨级油

田、3 个千亿方级气田、1 个

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这意味着

什么？

近年来，我国石油天然气

对外依存度逐年走高。中国石

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此前发

布的 《2018 年国内外油气行

业 发 展 报 告》 显 示 ， 2018

年，我国石油进口量为 4.4 亿

吨，同比增长11%，石油对外

依存度升至 69.8%；天然气进

口量 1254 亿立方米，同比增

长 31.7% ， 对 外 依 存 度 升 至

45.3%。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与

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居高不

下同时并存的，是近年来我国

油气勘探投资力度和开发力度

均有所下降。究其原因，是由

于近年来国际油价大幅波动，

全球油气勘探投资都出现大幅

下降。在我国，自 2015 年以

来，油气勘查投资大幅下降，

全国石油与天然气探明地质储

量明显下滑。历史数据显示，

2017 年，我国石油与天然气

新增探明地质储量均降至近

10年来的最低点。

当前世界形势风云变幻。在外部不确定增加之时，能

源安全问题尤为突显。基于此，去年中央领导作出了一系

列重要批示指示，要求进一步加大勘探开发力度，努力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充分体现了国家对石油天然气工业发展

的高度重视。

在这些大背景下，去年我国油气探明储量出现止跌回

升非常提振信心。消息显示，去年我国石油新增探明地质

储量 9.59 亿吨，同比增长 9.4%，继连续两年下降后重新

回到增长轨道。天然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 8311.57亿立方

米，同比增长49.7%。

同时，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是，不久前，国内最大的

3家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互签协议，将加大

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力度。其中，中石油和中石化签订的

联合研究面积非常广阔，包括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和

四川盆地，面积约 30万平方公里。这一区域是公认的我

国陆上石油潜力最大的地区。

与此同时，几大油企纷纷加大勘探开发力度。中国石

油称，未来勘探投资进一步加大，2019年至 2025年每年

安排50亿元，是目前年度投资的5倍。

此外，不久前，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的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2019 年

版）》中，取消了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限于合资、合作的

限制，并将于7月30日施行。这意味着，继石油天然气勘

探开发向民营企业开放后，这一领域也将对外资开放。

以上这些举措，都是我国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有效办法。只有多策并举，才能更好地

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