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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半年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增速逐步回升，房地产投

资、新开工面积和施工面积仍保

持增长，全国水泥需求好于预

期。展望下半年，在北部地区需

求较好、夏季错峰促使库存在正

常或偏低水平的情况下，水泥价

格还将有进一步上涨空间，预计

今年水泥行业效益总体将略高

于2018年——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采用鸿蒙系统的荣耀智慧屏正式亮相——

“ 电 视 的 未 来 ”来 了
本报记者 黄 鑫

预计上半年利润达800亿元，同比增加约20%——

水泥市场稳定 全年效益看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君壁

作为华为首款采用鸿蒙系统的终端产品，荣耀智慧屏被寄予厚

望。目前看来，荣耀智慧屏不仅是鸿蒙系统的具体应用，同时也是华

为布局智慧家庭的重要举措。同时，对彩电业来说，荣耀智慧屏入局

将发挥鲇鱼效应，为沉寂已久的行业注入新鲜血液——

华为前脚刚刚发布了鸿蒙操作系
统，紧接着，全球首款采用鸿蒙的终端产
品——荣耀智慧屏就亮相了。

“这是华为智慧屏战略和华为鸿蒙
操作系统首款落地产品，意义重大。”华
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说。

荣耀智慧屏的外观看起来很像电
视，为什么不叫荣耀电视？荣耀总裁赵
明说，荣耀智慧屏不是传统概念上的电
视，而是电视的未来。荣耀将像做手机
一样来做智慧屏，把自己的新科技带入
电视领域，让大屏产品更有魅力。

“与其说荣耀智慧屏是一台电视，倒
不如说是一个有着大屏幕的手机。从功
能上看，它更类似于一个搭载着智能操
作系统的智慧屏幕。”赛迪智库信息化与
软件产业所研究员钟新龙说。

据介绍，荣耀智慧屏有四大新科技
亮点。第一，除了鸿蒙，还有华为的智慧
芯片。第二，内置了升降式人工智能摄
像头。第三，能实现魔法闪投、魔法控屏
等。第四，可以操控其他智能家居。

其中，鸿蒙操作系统本就是为了华
为全场景智慧生活战略而设计的，是面
向多终端的模块化设计。再加上可以视
频通话的摄像头、手机控屏功能以及对

其他智能家居的操控等，可以想见，荣耀
智慧屏的亮点就是能实现跨终端协同体
验。

赵明表示，荣耀要打造智慧生活“双
中心”，手机是个体的中心，智慧屏则是
家庭情感中心，包括影音娱乐中心、多设
备交互中心、信息共享中心和控制管理
中心等。

“荣耀做智慧屏不是为了抢占电视
市场份额，而是为了提前锁定未来智慧
家庭中客厅大屏的核心地位。智慧屏，
未来极有可能成为家庭设备的控制中
心。选择此时布局，是华为在抢占智慧
家庭先机的重要落子。”家电消费电子观
察家胡洪森说。

钟新龙认为，小米此前也提出智能
家居，并打造了一系列产品。华为做智
能家居则是从物联网着手，物联网在智
能家居的最好体现就是智能眼睛——电
视。鸿蒙系统需要一个载体，电视技术
积累又比较成熟，华为还具有分布式语
音、手机投屏等技术优势，因此智慧屏是
华为多年技术积累释放的载体。

荣耀做智慧屏的优势不言而喻。对
此，胡洪森分析说，一是依托华为这个超
级IP，荣耀智慧屏有强大的品牌效应；二
是通过应用华为鸿蒙系统、海思鸿鹄芯片
等，荣耀智慧屏拥有强大的话语自主权，
这在“拿来主义”较为普遍的彩电业优势
明显；三是目前整个彩电业市场同质化竞

争严重，又处在转型升级的关口，此时正
需要新概念和新形态的产品出现，智慧屏
出击的时间节点恰到好处。

据介绍，荣耀目前是我国第一大线
上智能手机品牌，占比为 24%。更重要
的是，荣耀智慧屏也是一个能力不断成
长的大屏，它的能力会随着鸿蒙操作系
统技术和生态能力加强而逐步进化，从
而更加适应未来全场景智慧化生活，为
用户带来更多可能。

“从市场端看，智慧屏也给其他智能
电视企业带来了一些很好的启示。”钟新
龙分析说，一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做
安卓系统的简单操作界面，而是要做更
多、更深度的定制，优化服务和功能，提
升消费者体验；二是鸿蒙系统是开源开
放的，将有更多友商包括电视厂商一起
加入，一起优化鸿蒙系统；三是智慧屏只
是踏出了第一步，这将是开启智能家居
万物互联的关键钥匙。

“荣耀入局会发挥鲇鱼效应，给沉寂
的彩电业一个新概念，也注入了新鲜血
液。但是，要想拯救处在下跌通道中的
彩电业，还需要更多的‘荣耀’站出来。
它们拥有技术、品牌和产品，才能形成本
土品牌的‘势’。”胡洪森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
1月份至5月份水泥行业营业收入3666
亿元，同比增长 18%；利润总额 650 亿
元，同比增长 33%。预计上半年行业利
润将达800亿元，同比增长约20%。

量价指标处于较好水平

中国水泥协会近日公布 2019 年上
半年水泥行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
示，2019 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水泥产量
10.45亿吨，同比增长6.8%，水泥产量增
速创近6年来同期新高。水泥熟料产量
达 7.1 亿吨，同比增长 8.4%。熟料产量
创历史同期新高，熟料产能利用率同比
提高6个百分点，达到71%。

“受上半年房地产投资较快增长，以
及基础设施补短板等影响，水泥市场需
求明显提升，促使水泥产量增速创近 6
年来同期新高。”中国水泥协会执行会长
孔祥忠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今年上半年
固定资产投资在高基数上保持了平稳增
长，民间投资增速企稳回升，基础设施、
民生等短板领域投资稳步增长，房地产
投资及新开工面积和施工面积保持较高
增长水平是促使上半年水泥需求好于预
期的首要原因。“同时，上半年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增速与去年底相比逐步回升，
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显著改
善，为水泥需求维持较好水平提供了条
件。”

据数字水泥网数据显示，上半年水
泥价格呈现出同比上涨、环比略降特
征。上半年全国标号 42.5 水泥平均价
位达到435元/吨（西藏除外），比去年同
期上涨 17 元/吨，同比增长 4%，创历史
上半年同期新高。

“从供给看，水泥产业依旧受到错峰
生产、环保限产等制约，在需求形势总体

回升情况下，全国水泥和熟料库存水平
整体处于中低位，保证了水泥市场价格
仍旧处于历史较好水平。”孔祥忠说，虽
然南强北弱的市场大格局没有变化，但
以京津冀及周边为代表的北部地区水泥
价格和供需比去年有了明显改善。

北部需求增速快于南部

从全国六大区域来看，上半年水泥
产量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北部地
区需求增速快于南部地区，尤其是华北
和东北地区水泥需求有接近 20%的高
增长。华东和西北地区也是接近两位数
的较快增长。相比之下，中南和西南地
区需求增长相对较弱。”孔祥忠说。

据中国水泥协会统计，上半年全国
23 个省份水泥产量实现正增长，8 个省
份产量为负增长。其中，吉林、山西、黑
龙江等省水泥产量增长迅猛，达 20%以
上；海南、北京、贵州等省市呈负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贵州地
区水泥需求出现快速大幅下降，东北地
区水泥价格也由曾经的高位降至低价
区。这些地区水泥市场要走出低谷，必
须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力度。”孔祥忠表示，同时部分省份在
效益较好的情况下，通过跨省置换出现
新增产能，造成产能利用率降低，为未来
市场带来了不稳定因素。

数据显示，上半年华东地区水泥均
价达483元/吨，仍居全国榜首；中南地区
水泥均价达468元/吨，东北地区水泥均
价最低为362元/吨。从同比增幅来看，
除了东北水泥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下滑
外，其余区域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价格上
涨，涨幅最大的是华北地区，达到8.8%，
其次是华东和中南地区，上涨6%。

从各省份具体市场情况来看，除拉萨

外，30座省会城市中有11座省会城市水泥
价格同比下降，降幅最大的是哈尔滨、贵阳
和长春，分别下滑21%、14%和13%。对
此，孔祥忠表示，需求走弱是以上省会城市
水泥价格下滑的主要原因。另外，有19座
省会城市水泥价格同比上涨，涨幅最大的
是天津、郑州、成都等，上涨幅度接近20%。

“今年上半年，除东北地区以外，西
北、华北地区水泥价格能够实现同比上
涨，主要得益于区域内企业坚决全面执
行错峰生产，以及周边省份夏秋季错峰
生产执行情况良好。”孔祥忠说。

预计今年盈利高于去年

“下半年，从水泥价格变化来看，北部
地区在整体需求较好情况下，夏季错峰促
使库存保持在正常或偏低水平，价格还将
有进一步上涨空间。”孔祥忠认为，今年水
泥行业效益将略高于2018年，全年行业
盈利水平高于去年几成定局。

展望下半年，孔祥忠表示，从需求层
面看，房地产投资增速下半年将出现回
落，但回落幅度不会太大，同时预计下半
年基建项目投放有望加快，因此即便下
半年水泥需求增速比上半年有所回落，
但全年全国水泥产量很可能实现正增
长，熟料用量也将超过 14 亿吨，创历史
新高。这也为下半年全国水泥价格保持
稳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从政策走势看，水泥行业两大主导
政策是“减量置换”和“错峰生产”。孔祥
忠认为，减量置换政策要进一步收紧，在
今后政策完善中，可能会出现敏感地区
不得新建新增产能，“僵尸产能”不得用
于置换指标；错峰生产在操作层面将进
一步规范，鼓励水泥企业加大工业废渣
利用的政策将在产能置换政策中体现。

从需求来看，未来市场总需求将处
于一个平台期，孔祥忠表示，南北需求差
异在缩小，北方水泥企业亏损面有望减
少。同时，要将坚持错峰生产作为化解
过剩产能的有效手段，环境敏感地区在
环保总量约束下，部分水泥窑和多数水
泥粉磨站迟早要被动关闭。借助于减量
置换政策从严，加上有效淘汰落后产能
持续推进，相信水泥市场布局会得到进
一步优化。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企业科技创新、
绿色和智能化工厂建设、境外投资“走出
去”、水泥窑协同处置、行业自律诚信将成
为中国水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

伴随国内首条跨海地铁——青岛地铁1号线海底隧道
的推进，我国北方最大的时尚创意地下体验中心在山东青
岛初显雏形。

24 小时营业的啤酒狂欢城、穿越时空的齐鲁巷子、如
梦如幻的马戏公馆……在14万平方米的地下空间里，车辆
进出、地铁换乘、行人通行、商场连通，超市、百货、酒吧、餐
饮、主题公园一应俱全，吸引着时尚潮流产业集聚。

据悉，“井冈山路站地下空间”位于国内首条跨海地铁、
青岛地铁1号线井冈山路站，全长1500米连接起地铁13号
线和黄岛汽车站，由青岛地铁商业空间开发公司打造，总投
资20多亿元，设有100多处出入口、30多部电梯、4个下沉
广场。该地下空间也被称作“长江地一城”，面积达到14万
平方米，将于2020年完成主体，2021年下半年正式运行。

当前，就世界范围来看，向地下要空间，建设地下商城
是主流趋势，北美、西欧和日本都出现了大量地下公共建
筑，实现了教育、科研、体育、文化、娱乐等功能。据青岛地
铁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长江地一城”商业空间定位，不仅
商业形态种类繁多，而且地下空间的体验面积更大，将带活
夜经济和时尚经济。

“长江地一城”将带来新潮设计、全新业态，把青岛西海
岸最繁华的商场、写字楼、住宅区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城
市时尚生态链。该空间将打造超过 20 个大主题街区、38
个商业空间，其中公共艺术品摆件就有上万件。

“青岛正在推进国际时尚城建设，‘长江地一城’可以说
走在了国际时尚城建设的前列。”青岛地铁集团负责人表
示，“长江地一城”秉承“年轻、时尚、潮流、品位”的核心理
念，将集聚众多文化创意、时尚服饰、潮流酒吧等创意产
业。“啤酒之城、音乐之岛、影视之都、会展之心在这里实现
了全面集聚、交汇、融合。”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认
为，该项目有望成为青岛市文化旅游全新地标。

青岛地铁商业空间开发公司负责人逄玉宝认为，“长江地
一城”把商圈融为一体、把周边区域全面盘活，业态互动性、体
验性、创意性更强，更适合当代主流消费群体的消费习惯和旅
游习惯，将为岛城乃至国内地下空间开发提供实践经验。

国内首条跨海地铁地下空间利用有大手笔

“长江地一城”显雏形
本报记者 刘 成

图为“长江地一城”内景。 （资料图片）

随着消费升级以及人们健康饮食意识的增强，低热量、
低脂肪、高纤维“轻食”消费越来越受到公众欢迎和青睐。
这种生活新风尚还被人们戏称为“吃草”。

一般来说，“轻食”会使用高纤维的全谷杂粮食材，搭配
优质生鲜蔬菜、时令水果以及高品质水产海鲜，在保持均衡
营养的同时也会兼顾食物多样性。

眼下，无论是餐饮门店，还是线上外卖，“轻食”在大众
餐饮消费中热度不减，且有持续攀升趋势。美团外卖日前
发布的《轻食消费大数据报告》显示，2018年，美团外卖“轻
食”订单量突破 2662 万单，同比增长 157.9%，消费金额同
比增长 159%。不仅如此，众多主打健康的“轻食”店也相
继 成 立 ，美 团 外 卖“ 轻 食”商 户 数 比 2017 年 增 长 高 达
119.8%。今年以来，“轻食”、减脂餐、减肥餐、健康餐4个关
键词，在美团 APP 搜索次数更是呈爆发式增长，同比分别
增长235.8%、200.6%、186.4%、116.0%。

《报告》显示，2018年美团外卖“轻食”订单量城市排名
为上海、广州、深圳、北京、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佛
山；“轻食”商户数量城市排名则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
杭州、武汉、南京、成都、厦门、长沙。

可见，不论是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还是以成
都、杭州、南京、武汉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市场供需数据均
展现出“轻食”作为一种健康饮食生活方式，已经走向大众
化，并形成稳定的消费市场。

与此同时，外卖也让“轻食”风刮进了小城市居民的生
活。据统计，2018 年有 59 座城市的美团外卖“轻食”订单
量实现了零的突破，其中包括 45 座五线城市以及 11 座四
线城市。

从人群来看，女性是“轻食”的主要人群，占 70%以
上。《报告》结合订单菜品名称分析，发现用户常点的订单主
要是低卡、增肌、素食等，其中六成以上是为了减肥。

如今，“轻食”不仅是一种时尚标签，更成为一种生活方
式。不过，业内专家也提醒，“轻食”虽有利于控制体重，降
低慢性疾病发生风险，但也需注意营养均衡，科学食用才能
真正营养健康。同时，以半生食材为主的“轻食”，在制作、
运输时，相关企业应建立好食品溯源系统，避免可能发生的
食品安全风险，从而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轻食”餐饮成新宠
本报记者 吉蕾蕾

随着健康饮食意识增
强，“轻食”成了餐饮新宠。

去年，美团外卖“轻食”
消费额同比增长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