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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GG高新视频高新视频””来了来了
本报记者 刘 成

2020年北斗系统将全面建成

新闻回放：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于贤
成近日表示，到 2020 年我国北斗导航系统将全
面建成并提供全球服务，我国的北斗应用将迎来
一个新时代。预计到 2020 年，我国卫星导航产
业总体产值将达到4000亿元。

点评：北斗作为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并
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共用的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其应用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
5G、物联网等通信技术不断革新，以及北斗系统的
全面建成，北斗+5G有望迎来新一轮发展热潮，在
车联网、智能驾驶、物流管理等创新领域广泛应
用，一个个北斗应用的新业态即将问世。

鼓励水泥企业减碳脱碳

新闻回放：在近日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水泥大会
上，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透露，WCA（世
界水泥协会）正准备在中国成立水泥国际研究中
心，支持水泥行业可持续发展，并鼓励水泥行业
通过各种途径减碳并努力实现完全脱碳。

点评：当前，由于水泥生产技术落后、能源
消耗量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低，对环境污染
严重，留下了污染型传统工业的印象。但是，随
着科学技术发展，水泥工业也在走一条新型工业
化道路。因此，水泥工业需要提高能源效率并尝
试利用替代燃料，同时降低水泥中的熟料含量，
部署创新技术，如碳捕集和使用替代性黏结材
料，以最大限度减少水泥生产中的碳排放。

在线住宿平台规范即将出炉

新闻回放：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
宣布，将于近期发布我国在线住宿领域首个标准
性文件 《在线住宿平台服务规范》，对在线住宿
行业实行规范及引领。

点评：近年来，在线住宿业务深受消费者欢
迎，相关服务平台发展迅速。但也暴露出不少问
题，比如个人隐私泄露、服务标准参差不齐、入
住评价纠纷多发等问题。行业亟须订立标准，从
根源上梳理问题，明确平台和平台上经营者的责
任，约束服务平台经营者，提升在线住宿服务的
标准化和品质化，强化行业自律，规范行业发展
秩序，营造行业发展良好环境。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的统计数据，我国机床工具行业2019
年1月份至7月份累计完成营业收入同
比降低2.5%，累计实现利润总额同比降
低21.1%，亏损企业比例为18.0%。

此外，1 月份至 7 月份，中国机床工
具工业协会重点联系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同比下降 17.2%，利润总额下降 91.3%，
行业整体运行持续下行。金属加工机床
新增订单同比下降 41%，在手订单同比
下降24.1%。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和机床工具
工业协会重点联系企业上半年行业运行
统计数据，2019年上半年行业运行呈现
3个特点。”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常务
副理事长毛予锋表示，第一，订单减少，
国内市场需求下降；第二，行业经营压力
加大，运行质量下降；第三，行业亏损面
加大，分化加剧，企业困局隐现。

不过，在严峻形势下，行业也出现了

可喜变化，主要体现在出口方面。毛予
锋介绍，我国机床工具行业整体出口额
虽然不大，但今年上半年金属加工机床
出现了两位数增长。1月份至6月份，金
属加工机床出口21.6亿美元，同比增长
16.7%。其中，金属切削机床出口14.2亿
美元，同比增长12.8%；金属成形机床出
口 7.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工量具出
口15.4亿美元，同比增长3.7%。

“这是机床工具进出口历史上首次
出现顺差。”毛予锋表示，不过各分行业
情况不同，工量具和磨料磨具为顺差，金
属加工机床依然是逆差。

大多数机床企业负责人认为，目前

行业下行是多重内外部因素叠加所致。
其中，需求下降及需求结构升级对行业
发展影响较大，特别是机床下游的汽车
行业大幅下滑，以及摩托车、内燃机、农
机、通用机械制造业等行业下行，对机床
工具行业造成了直接影响。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蔚飞认为，机床市场具有周期性波动是
正常的，不能期待长期持续增长。总需
求下降也有结构性增量的部分，这部分
需求技术含量高，想要拿下订单，企业要
有坚实的技术底蕴，并得到用户认可，这
应是产品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

目前，行业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时期，

企业分化越来越明显，某些企业没能适
应新变化走入困境在所难免，但也有企
业因及时调整策略、深挖用户需求而实
现了逆势增长。比如，济南二机床智能
冲压生产线已经站到国际先进水平第一
方阵，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赢得市
场，为中国机床争得了荣誉。

武汉重型集团有限公司也在逆境中
找准了发展方向，该公司董事长杜琢玉表
示，未来要紧紧围绕创新驱动，涉及产业
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站在国际高度来考
虑自身的市场定位，并根据行业未来发展
方向来确定自身的产品攻关目标。

毛予锋分析，综合来看，机床工具行
业下半年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将加剧，
但也存在相关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回升，
减税降费、降低企业社保收费比例，以及
降低工业电价等利好因素。下半年机床
工具行业总体上仍将保持需求升级态
势，需求结构性变化明显，需求总量呈下
行趋势，各分行业领域会表现不同。预
计全年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将面临很
大下降压力。

出口形势良好，但内需不振——

机床行业进入转型升级关键期
本报记者 刘 瑾

目前，机床工具行业在需求下降及需求结构升级情况下，

遭遇了下行压力，但行业在出口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面对

转型升级压力，全行业要及时调整策略、深挖用户需求，在困境

中找到新的增长点——

当前，中国快递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一个“以中国为中

心，连接世界各大洲，通达主要目标市场”的全球快递服务体

系正在形成。随着国内国际市场不断联通，以及快递企业迅

速布局，跨境寄递服务水平有了质的飞跃，支撑了“全球买、全

球卖、全球寄、全球递”等各项跨境快递服务高效运转——

快递量领跑世界 “走出去”步伐加快

中国快递稳步走上全球舞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在日前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在日前举行的第三届中国（（杭州杭州））国国
际快递业大会上际快递业大会上，，国家邮政局发布的国家邮政局发布的《《全全
球快递发展报告球快递发展报告》》显示显示，，今年全球快递业今年全球快递业
务量有望达到务量有望达到11001100亿件亿件，，我国快递业务我国快递业务
量预计将占一半以上量预计将占一半以上。。

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表示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表示，，当前当前
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紧密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紧密、、相互影响相互影响，，
推动互联互通推动互联互通、、加快融合发展成为促进加快融合发展成为促进
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全行业必须全行业必须
实行更加主动的开放战略实行更加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我国快加快我国快
递业递业““走出去走出去””步伐步伐，，逐步构建起一个逐步构建起一个““以以
中国为中心中国为中心，，连接世界各大洲连接世界各大洲，，通达主要通达主要
目标市场目标市场””的全球快递服务体系的全球快递服务体系，，不断为不断为
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融入世界经济格局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融入世界经济格局
注入新动力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拓展新空间。。

““抱团出海抱团出海””全球布局全球布局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今年以来中
国快递业继续在高位保持总体平稳国快递业继续在高位保持总体平稳、、稳稳
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数据显示数据显示，，11 月份月份
至至 88 月份月份，，我国快递业务量达到我国快递业务量达到 387387 亿亿
件件，，同比增长同比增长2626%%，，预计今年全年快递量预计今年全年快递量
将超过将超过600600亿件亿件。。

““中国的快递业务量已经占到全球中国的快递业务量已经占到全球
一半以上一半以上，，增长速度飞快增长速度飞快，，不仅是量的增不仅是量的增
长长，，同时全球业务量占比也在提升同时全球业务量占比也在提升，，未来未来
几年这种趋势还将继续几年这种趋势还将继续。。””国家邮政局发国家邮政局发
展研究中心邮政业国际发展合作研究咨展研究中心邮政业国际发展合作研究咨
询中心主任扈长松分析询中心主任扈长松分析，，对于快递企业对于快递企业
而言而言，，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走出去走出去””之前充分研之前充分研
究目标市场究目标市场。。

事实上事实上，，自自 20172017 年以来年以来，，““三通一三通一
达达””、、顺丰速运等快递企业在顺丰速运等快递企业在““走出去走出去””方方
面已有积极探索面已有积极探索。。比如比如，，申通快递先后开申通快递先后开
通了伯明翰通了伯明翰、、纽约纽约、、洛杉矶的仓配分拨中洛杉矶的仓配分拨中
心心；；中通快递已在欧美中通快递已在欧美、、日韩日韩、、东南亚等国东南亚等国
家和地区设有家和地区设有1010多个海外仓多个海外仓；；圆通推出圆通推出

““全球闪送全球闪送””，，国际急件最快只需国际急件最快只需1010小时小时；；
韵达国际物流服务网络已开通至韵达国际物流服务网络已开通至3030个国个国
家和地区……家和地区……

以中通快递为例以中通快递为例，，20172017年年77月份进月份进
入柬埔寨市场后入柬埔寨市场后，，迅速点燃了柬埔寨当迅速点燃了柬埔寨当
地人以及在柬华人的网购热情地人以及在柬华人的网购热情。。““目前目前，，
中通快递柬埔寨公司的业务构成以中国中通快递柬埔寨公司的业务构成以中国
至柬埔寨的跨境件为主至柬埔寨的跨境件为主。。在柬埔寨当在柬埔寨当
地地，，人们可通过淘宝等电商平台下单人们可通过淘宝等电商平台下单，，直直
接网购中国的商品并通过中通快递运输接网购中国的商品并通过中通快递运输
到柬埔寨到柬埔寨，，十分便利十分便利。。””中通快递柬埔寨中通快递柬埔寨
公司总经理张维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公司总经理张维告诉经济日报记者，，目目

前柬埔寨公司有将近前柬埔寨公司有将近4040个一级网点个一级网点，，拥拥
有有1212辆干线运输车辆辆干线运输车辆，，网点已经覆盖柬网点已经覆盖柬
埔寨全国埔寨全国7676%%以上的省份以上的省份。。

““中国快递中国快递‘‘走出去走出去’’，，最好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是
‘‘抱团出海抱团出海’’。。””顺丰速运董事顺丰速运董事、、高级副总高级副总
裁杨天平认为裁杨天平认为，，中国快递企业国际化是中国快递企业国际化是
一条必由之路一条必由之路，，需要从业者共同携手需要从业者共同携手。。

““在探索国际业务的同时在探索国际业务的同时，，不仅需要不仅需要
熟悉并遵守当地法律熟悉并遵守当地法律，，还要适应区域市还要适应区域市
场环境场环境，，这给快递企业提出了更高要这给快递企业提出了更高要
求求。。””中通快递董事长赖梅松说中通快递董事长赖梅松说，，中国快中国快
递沿着递沿着““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迈向世界舞相关国家迈向世界舞
台是一个宏大的目标台是一个宏大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这一目标的实现，，
不可能通过某一家快递企业独自完成不可能通过某一家快递企业独自完成，，
一定要一定要““抱团出海抱团出海””、、相互协同相互协同。。

55GG赋能联通世界赋能联通世界

在大会新技术新成果展区在大会新技术新成果展区，，记者发记者发
现现，，各家快递企业和关联企业纷纷展示各家快递企业和关联企业纷纷展示
了各具特色的前沿科技了各具特色的前沿科技。。申通的自动推申通的自动推
杆分拣设备杆分拣设备、、韵达的无人机无人车韵达的无人机无人车、、中通中通
的小蓝桶的小蓝桶、、申通的智能语音机器人申通的智能语音机器人、、顺丰顺丰
的慧眼神瞳……覆盖了电子面单的慧眼神瞳……覆盖了电子面单、、智能智能
分拣分拣、、末端派送末端派送、、绿色发展等各个领域绿色发展等各个领域。。

““快递行业应用大数据快递行业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云计算、、人人
工智能等新科技工智能等新科技，，将有力推动互联网与将有力推动互联网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全国人大财经全国人大财经
委调研室副主任施禹之认为委调研室副主任施禹之认为，，快递业以快递业以
信息流带动技术流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资金流、、人才流人才流、、物物
资流资流，，促进了资源配置优化促进了资源配置优化。。

为了提升快递业务质量为了提升快递业务质量，，各企业都各企业都
在加大研发投入在加大研发投入，，向科技要生产力向科技要生产力。。
20182018年年，，圆通速递与菜鸟联手在圆通杭圆通速递与菜鸟联手在圆通杭
州转运中心打造了超级机器人分拨中州转运中心打造了超级机器人分拨中
心心，，高峰期一天可分拣高峰期一天可分拣5050万件快递万件快递；；随随

着着55GG时代的到来时代的到来，，圆通圆通、、菜鸟菜鸟、、中国联通中国联通
三方计划将这一分拨中心升级为三方计划将这一分拨中心升级为55GG超超
级机器人分拨中心级机器人分拨中心，，这也将是国内首个这也将是国内首个
55GG超级机器人分拨中心超级机器人分拨中心。。

““可以说可以说，，55GG 是快递行业走向国际是快递行业走向国际
化化，，与国际企业同频共振的重要筹码与国际企业同频共振的重要筹码。。””
圆通速递董事长喻渭蛟也透露圆通速递董事长喻渭蛟也透露，，在在55GG方方
面面，，圆通已与华为圆通已与华为、、海康威视海康威视、、腾讯腾讯、、科研科研
院校等企业单位建立了长期合作院校等企业单位建立了长期合作，，在分在分
拣拣、、运输等方面有了运输等方面有了55GG商用尝试商用尝试。。

从快递科技发展趋势来看从快递科技发展趋势来看，，55GG助力助力
快递业智能化升级快递业智能化升级，，将有效运用在远程将有效运用在远程
驾驶驾驶、、仓储机器人等方面仓储机器人等方面，，同时也将推动同时也将推动
ARAR 技术尽快落地技术尽快落地。。““快递业要抓住快递业要抓住 55GG
发展机遇发展机遇，，要让要让55G+AIG+AI、、55G+G+物联网助力物联网助力
快递业开拓国际市场快递业开拓国际市场。。””马军胜表示马军胜表示，，全全
行业要实施从行业要实施从““互联网互联网++””向向““智能智能++””升升
级级，，加快推动邮政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邮政业高质量发展。。

提升能力迎接挑战提升能力迎接挑战

走出国门走出国门、、连接世界连接世界，，是我国快递业是我国快递业
必须面对的课题必须面对的课题。。马军胜坦言马军胜坦言，，目前我目前我
国每年跨境快递量约国每年跨境快递量约2020亿件亿件，，占我国快占我国快
递年业务量的递年业务量的33%%，，跨境快递业务收入也跨境快递业务收入也
只占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的只占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的88%%，，与国际同与国际同
行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行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同时同时，，在跨境电商物流领域在跨境电商物流领域，，仍然存仍然存
在着很多挑战在着很多挑战。。比如比如，，各国海关的通关各国海关的通关

政策不统一政策不统一，，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
的政治的政治、、法律法律、、宗教宗教、、通信等环境通信等环境，，与国内与国内
统一稳定的市场环境区别很大统一稳定的市场环境区别很大。。因此因此，，
跨境快递在稳定效率跨境快递在稳定效率、、信息追踪等方面信息追踪等方面
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国内形成的加盟国内形成的加盟
等运营模式等运营模式，，也很难简单套用在国外和也很难简单套用在国外和
跨境快递业务当中跨境快递业务当中。。

对于中国快递如何更好地对于中国快递如何更好地““走出走出
去去””，，马军胜建议马军胜建议，，首先要继续拓展服务首先要继续拓展服务
网络网络，，夯实中国快递业联通世界的基夯实中国快递业联通世界的基
础础。。要加快国际快件航空转运中心规划要加快国际快件航空转运中心规划
和建设布局和建设布局，，鼓励企业加强自有航空运鼓励企业加强自有航空运
力建设力建设，，有效利用国际客运航班的腹舱有效利用国际客运航班的腹舱
资源资源；；同时同时，，加快中欧班列运输线路资源加快中欧班列运输线路资源
的整合优化的整合优化。。

其次要深化产业协同其次要深化产业协同，，赋能中国快赋能中国快
递业联通世界的动力源泉递业联通世界的动力源泉。。要鼓励快递要鼓励快递
企业为用户提供一站式企业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定制化定制化、、专业化专业化
物流解决方案物流解决方案；；支持快递企业在制造业支持快递企业在制造业
海外生产基地附近建设仓储运营中心海外生产基地附近建设仓储运营中心，，
提供入厂物流和全球销售服务提供入厂物流和全球销售服务，，加快推加快推
进跨境网购寄递服务发展进跨境网购寄递服务发展。。

同时同时，，要加快推广要加快推广55GG通信通信、、大数据大数据、、
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新一代技术在行业中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新一代技术在行业中
的推广应用的推广应用，，深化人工智能与快递业深深化人工智能与快递业深
度融合度融合，，为社会提供国际寄递实时信息为社会提供国际寄递实时信息
查询服务查询服务。。此外此外，，还要完善跨境寄递信还要完善跨境寄递信
息通报等配套管理政策息通报等配套管理政策，，积极争取国际积极争取国际
航空货运航权航空货运航权、、航线时刻等资源航线时刻等资源。。

近日，中国广电·青岛5G高新视频实验园区项目战略
合作备忘录签署及揭牌仪式在青岛举行，该园区也是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在全国布局的首个5G高新视频实验园区。
作为一个新概念，“5G高新视频”在“2019 青岛国际影视
博览会”上首次正式对外提出。那么，高新视频到底是什
么视频？

“这是我国第一次提出‘高新视频’概念，希望能够引
领5G条件下视频文化新业态，为构建5G产业生态提供理
论和实践新范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张宏森指出，
高新视频就是指“高格式、新概念”的视频，“高格式”是指
视频融合了 4K/8K、3D、VR/AR/MR、高帧率、高动态范
围、广色域等高新技术格式；“新概念”是指具有新奇的影
像语言和视觉体验的创新应用场景，能够引发观众兴趣并
促使其产生消费。张宏森表示，高新视频概念相对于目前
的超高清视频，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具包容性。

具体来看，高新视频的整体产业布局分为6个板块，
分别是高新视频内容产品创新板块、高新视频云板块、高
新视频软硬件设备研发板块、内容监测监管与数字版权服
务板块、高新视频产业运营板块。在试验园区内，将打造
涵盖高新视频生产、传播和服务的端到端产业链，构建高
新视频生态圈。

比如，在高新视频内容产品创新板块，园区将推进高
新视频内容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结合 5G 特性，加快
4K/8K 超高清、全息、3D、VR/AR/MR 内容制作技术研
发，提升智能化的内容制作工艺，在互动视频、沉浸式视
频、8K VR、云游戏及垂直行业运用等方面，推进具有示
范性的高新视频内容生产，最终推动高新视频内容多终端
呈现、多场景应用。

面向5G发展高新视频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华为公司中国地区部副总裁曹泽
军表示，华为将作为高新视频技术支撑者，研发超高清视频
整体解决方案，助力高新视频产业发展，并支持青岛市打造
以视频为核心、智能为基础的技术创新高地和产业集聚区。

按照中国广电·青岛5G高新视频实验园区规划，2019
年底将初步形成高新视频产业链雏形，推出首批高新视频
产品，并在园区开展小规模试验。2020年底，基本完成园
区基础设施建设，推出第二批高新视频产品，在青岛广电
5G网络开展高新视频业务试验应用，成熟产品向全国推
广。到2021年底，构建起相对完整的高新视频产业链，推
出第三批高新视频产品，在山东省及其他广电5G试点城市
开展高新视频业务规模化应用，成熟产品向全国推广。到
2022年，争取在北京冬奥会开展高新视频业务应用。

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的工人正在操作机械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的工人正在操作机械转运中欧班列转运中欧班列（（郑州郑州））的货物的货物。。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冯大鹏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