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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加速聚合投入，企

业谋求构建产业生态圈，

“杀手级”应用扑面而来，

厂商运营商持续发力终端，

随着 5G 商用进程的加速，

整个产业链条都动起来了。

在企业看来，如果现在

再不登上这艘“巨轮”，就

真的晚了——

近年来，智慧农业这种利用物联网、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和农
业进行深度融合，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
信息感知、精准管理和智能控制，实现农
业可视化诊断、远程控制以及灾害预警
等功能的全新农业生产方式已崭露头
角，数字农业科技在我国农业体系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中正发挥着巨
大推动作用。

在日前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中国杨凌
农高会暨上合组织国家农业系列活动期
间，数字农业展示交流板块尤其引人关
注。“苹果多品质一体化智能检测设备”“智
慧农业控制云”、大疆农用无人机、苹果卫
星遥感大数据平台等各类基于声光电网的
数字农业技术和产品不仅令现代农业更时
尚，也生动诠释着农业4.0时代的脚步。

“扫码买苹果，再也不怕酸了”！在
西农机电展台，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
发的“苹果多品质一体化智能检测设
备”，以传感器无损检测，可即时分析出
苹果的糖度、酸度、硬度、糖酸比等指标，
并生成二维码张贴于受检苹果之上，为
消费者购买苹果提供精准数据参考。

以“5G 时代下的数字农业”为主题
的中国（杨凌）数字农业大会，则围绕“聚
焦数字资源、引领智慧创新、促进产业升
级、推动三产融合”等展开交流互动，
专家们以实例分析认为，在经历了生物
农业、化学农业、机械农业阶段后，我国
正探索迈进以信息知识为生产要素，互
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自动化、
智能装备应用为特征的现代智慧农业
4.0时代。以种植过程公开化、劳力管理

智能化、种植技术智能化、农业管理智能
化为场景的新型农业模式趋势渐成。
AI+5G 正在构建农业新生态，农业机器
人、农作物监测、环境监测、病虫害预测、
资产盘点、生产监控等农业人工智能应
用空间巨大。

刚刚开园的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是
上合组织农业国际合作实训基地。负责
园区投资运营的杨凌农科集团董事长刘
敏哲认为，随着 5G、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等新技术应用推广以及大量年轻新型职
业农民群体壮大，数字农业在我国的发
展空间巨大，前景广阔。未来数字农业
的种植研究，重点是要抓品种创新，抓植
物生长模型的建立，抓服务于水肥温光
气的设施设备创新和系统的技术创新，
由此才能拉长产业链条。

“数字农业的价值显而易见，但难题
短板也不容忽视。”慧云农业信息公司经
理韦日辉等与会代表认为，首先是智慧
农业开发的成本问题，以重要基础元件
传感器为例，在 2G 时代，基于 GPRS 技
术的传感器终端用户付出的成本约 200
元，在 4G、5G 时代，基于 NB-TOT 通讯
协议的成本可降至 50元，但其价格仍无
法被普通农户所接受。同时，因普及度
不高，导致智慧农业软件企业开发软件
成本居高不下，这也是限制行业规模化
发展的瓶颈问题。其次是推广困难，目
前我国农业生产模式普遍为以家庭为单
位的小型耕种模式，对智慧农业技术和
软硬件的接受程度普遍偏低。此外，巨
大的人才缺口也制约了智慧农业发展
速度。

从 2019 中国移动全球合作伙伴大
会比往年高涨的人气便可看出，5G已到
了产业链加速布局的时刻。在展会现
场，各种应用体验扑面而来；在峰会论
坛，各种签约交替进行。

在会上，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宣布，
要完善5G重点领域投资布局，力争未来5
年投资达千亿元规模。中国移动还宣布
将设立300亿元5G产业基金，进一步聚
焦重点行业头部和新兴企业加大投资。

前不久，中国联通宣布设立一只总
体规模100亿元的5G创新母基金，用于
智慧家庭、智慧医疗和智能制造等5G技
术应用领域投资。而据了解，中国电信
也在筹备一只 100 亿元的 5G 产业基
金。显然，产业链上下游再不登上5G这
艘“巨轮”，就真的太晚了。

发挥资本连接聚合效应

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绝非只
能成全运营商。比如，4G 的发展，既带
动了网络设备、终端、芯片、仪表等通信
制造业和软件服务业企业实现群体性突
破，又促进了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
经济等移动互联网服务的广泛应用。

5G 的发展更是被寄予厚望。借鉴
4G 发展经验，5G 也要发挥好资本的连
接和聚合作用，才能真正打造出功能互
补、良性互动、协同攻关、开放共享的合
作生态，共同做大5G“移动朋友圈”。

在 2019 中国移动全球合作伙伴大
会上，中国移动宣布 2020 年将推出“双
百亿计划”。对此，中国移动副总裁简勤
解释说，“双百亿计划”是百亿生态引入
计划和百亿分享计划——即投入百亿引
入生态权益（35亿元）、家庭泛智能终端

（15亿元）和大屏内容（50亿元），在移动
云、DICT（大数据与信息通信技术）集成
应用和行业智能硬件领域与合作伙伴分
享百亿规模的新增收入。

同时，2020 年，中国移动将发展
7000万5G用户，销售3亿笔5G业务、1
亿部 5G 手机、5000 万台家庭泛智能终
端和1500万行业模组。

显然，从家庭泛智能终端、大屏内容
到移动云、行业智能硬件等都意味着更
大的市场机会，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更
是早早就捕捉到了这些机会。在大会
上，中国移动咪咕携手康佳集团、创维酷
开、海信等合作伙伴，共同成立了“智慧

大屏广告生态共同体”，正是意识到随着
中国移动“双百亿计划”的推进和家庭大
屏业务的发展，运营商专网广告将成为
大屏营销新的蓝海，并成为家庭流量市
场新的破局者。

此外，大会期间，智能机顶盒、智能
监控和物联网领域的重量级芯片提供商
国科微与中移物联网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将在4K/8K超高清、物联网、进程间
通信等行业领域开展紧密合作。国科微
智能多媒体事业部总经理鲁欣荣接受经
济日报记者采访时更是坦言：“国科微将
大力拓展运营商市场，为5G时代提供超
高清、智能监控等各类芯片及解决方
案。”

“杀手级”应用扑面而来

在展会现场，各种5G应用体验让观
众大呼好玩。比如，5G送餐机器人可以
绕过展场内如织的人流，将某位观众点
的食物稳稳当当地送到指定位置；“5G+
VR”对战区内，体验者们戴着头盔、拿着
游戏手柄和面前的空气激烈地“搏斗”
着；在 5G 全息远程通话区，用手机摄像
头对准自己后，自己的全息影像就出现
在面前的空中；5G 远程驾驶更是每次
5G展会的保留项目……

众所周知，5G对于行业的意义远远
大于消费端。此次展会上，行业应用展
示变得更为丰富，在中国移动展台，5G
城市运营、5G 工厂、5G 校园、5G 电网、
5G银行、5G矿山、5G港口等许多 5G行
业应用集中亮相。

其中，5G工厂，集成了基于5G网络
的柔性化生产、工业视觉和焊接机器人
技术，能大幅度提高制作精度、提升生产
效率；5G校园，通过5G+VR（虚拟现实）
智慧教室实现远程实时互动教学，通过
机器人+5G 平台集成门禁、视频监控、
AI（人工智能）预警、人脸布控四项应
用，实现智慧教育和管理；5G矿山，打造
5G＋井下煤矿智能开采、5G＋露天矿井
等多套解决方案，助力采矿业迈入智能
化无人开采新时代；5G 工地，通过盖楼
机器人7*24小时标准化作业，缓解用工

难问题，提高施工效率、确保施工质量，
为工地注入新技术新动能……

毫无疑问，展会上所展示的各种5G
应用体验都将是 5G 最快落地的领域。
鲁欣荣就表示，平安城市、智慧家庭、智
能交通和工业控制是国科微现在重点发
力的领域，这四个领域也是5G应用的重
点领域，尤其是智能交通领域，目前 5G
应用量已经很大。

华为中国运营商业务部副总裁杨涛
认为，目前5G应用最有价值的四个行业
是工业、能源、交通和医疗。其中，1至3
年内能产生商业价值的是智慧媒体、智慧
教育、智能电网、智能物流、城市安防等领
域，3至5年内能产生商业价值的是自动
驾驶、智慧工业、智慧医疗和机器人领域。

中国移动副总裁赵大春介绍说，中
国移动正面向智慧能源、智慧医疗、工业
互联网、智慧金融、智慧媒体、智慧校园
等14个重点行业，联合业界合作伙伴协
同创新，规划100个5G行业重点应用场
景，要把每个场景都打造成看得见、摸得
着的“样板房”，从而发挥示范作用，进一
步引领5G融入各行业的创新。

来点不一样的终端

对于5G终端，普通消费者最关心的
莫过于手机。近一两个月来，华为、中
兴、vivo 都纷纷发布 5G 手机，价格也在
不断下降。据介绍，目前，中国移动已开
通 5G 基站近 5 万个，在 50 个城市正式
提供 5G 商用服务，销售了百万部 5G 终
端，5G预约客户数超1000万。

中国移动终端公司副总经理汪恒江

表示，预计2020年5G手机、行业终端均
超百款，5G 手机市场规模将超 1.5 亿
部。2020 年年底，5G 手机产品价位将
下探至1000元至1500元，市场将以5G
手机为主。

“2020 年上半年将处于市场导入
期，随着多芯片厂商推出多价位产品，终
端厂商推出中低价位段产品，市场规模
持续扩大，下半年产业将进入规模发展
期。预计明年二季度，低价位芯片推出，
方案厂商进场，将拉动 5G 手机价格下
探。”汪恒江说。

小米集团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会
上宣布，明年至少将会推出 10 款 5G 手
机，上半年 2000 元以上的中高端手机
都是5G手机。

但其实，手机不过是 5G 终端的一
种。在展会现场，一大波5G多形态终端
向观众袭来，包括 8K 电视、虚拟现实眼
镜、全息影像、机器人等。

比如，在达闼科技展台，扫地机器
人、迎宾机器人、云端机器人等多款机器
人各显神通，实现了机器人对5G性能的
完全释放。大会期间，达闼科技还与中
国移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就 5G+AI

（人工智能）+智能服务机器人展开深度
合作，推动5G网络与云端智能机器人的
产业融合，开辟了5G在智能手机之外的
又一核心应用市场。

正如杨杰所言，5G这只“蝴蝶”已经
扇动了它的翅膀，将更加有力推动经济
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成为
加快推动经济发展范式变迁、技术应用
范式变迁、商业竞争范式变迁和大众消
费范式变迁的关键力量。

11月15日，华为正式发售首

款折叠屏手机Mate X。没想到，

有“黄牛党”借机炒作，该款华为

手机竟然从不到 2 万元的价格，

在市场上被炒到了 10 多万元。

一部手机竟卖出一辆车的价钱，

令人匪夷所思。

应该说，折叠屏技术代表了

手机未来发展的一种方向。最近

一段时间，三星、摩托罗拉、小米

等厂商也陆续发布或将要发布折

叠屏手机，预计明后年各大手机

厂商也都会推出折叠屏产品。但

如此天价炒作，已经不能用新产

品享受技术红利带来的溢价来解

释了。

由于折叠屏手机技术工艺比

预想的复杂，导致产能迟迟上不

去，市场供应量严重不足，所以出

现了网上销售“秒光”的现象。今

年年初，华为终端产品线总裁何

刚曾表示，Mate X的月产能为10

万台。研究机构预计，折叠屏手

机全球出货量要到 2021 年才能

达到千万台规模，相对全球市场

每年十几亿台销量来说，仍算不

上大众主流产品。

目前，华为及三星折叠屏手

机都只能每三天左右开售一次，

说明产能严重短缺。货少价高，

加之华为品牌近来在消费者心中

地位直线上升，自然为“黄牛党”控盘炒作提供了绝佳条

件。反观三星折叠屏手机同样缺货，但却未被如此爆炒。

数倍差价，对华为来说，更多是喜中有忧。喜的是产品

热销，毕竟折叠屏是手机技术一次重大创新，产品大卖说明

创新初步得到了市场肯定；忧的是黄牛炒作，手机价格被炒

至数万元之高，无论如何都不正常。华为既面临着市场蛋

糕“看得到吃不到”的尴尬，也有可能因无法满足消费者需

求而被人吐槽“饥饿营销”。

此外，受限于折叠屏面板技术进一步稳定、良品率提升

都还需要一段时间，短期内华为和三星都无法大幅提升出

货量。因此，折叠屏手机短期内并不能给厂商带来巨大利

润，反倒是炒作者可能从中渔利，厂商还要为难以对市场作

出真实判断而头疼。

对消费者来说，更多的则是“望机兴叹”。价格如此昂

贵的手机，本就只能供少数消费者“尝鲜”。如果价格再被

炒上天，更是会吓退很多潜在消费者。“一机难求”之下，可

能会大大抬高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如果消费体验和价格的

差距过大，还会引发吐槽而影响产品声誉。

随着价格上限一次次被刷新，巨额利润的刺激，难免会

让一些人失去底线。由于网站每次发售数量有限，因此“黄

牛党”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刷单”，先于普通消费者“拦截”到

有限的货源，进而囤积居奇，获取暴利。爆炒过后，往往留

下一地鸡毛；而承担恶名的，很可能是厂商。

创新应该给创新创造者以回馈，而不该成为“黄牛”的

盛宴。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商家，都应及时采取措施，亡羊

补牢，别让消费者成为炒作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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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凌农高会上数字农业展示交流板块引关注——

倾听“数字农业”脚步声
本报记者 张 毅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李彦东

各场景应用纷纷落地 资本聚合塑造生态圈

5G 产业链加速布局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鑫

“中国车市的放缓只是短期阵痛，中国消费者强有力的
需求基本面表明，未来依然可期。”近日，全球管理咨询公司
麦肯锡在其发布的“2019 麦肯锡汽车消费者洞察”中这样
指出。麦肯锡认为，中国每年仍有 2000 多万辆的新车销
量，是全球最大的乘用车市场。无论在增量维度还是存量
维度，消费者都展示出了强劲的潜在需求。

麦肯锡观察到5个中国车市消费新动向。一是提升客
户经营能力，盘活“增量+存量”市场。麦肯锡认为，综合考
虑千人拥车量和公路基建等配套水平，中国当前的汽车保
有量仍处于较低水平。“存量市场的崛起，对汽车厂商是全
新的挑战。”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高旭表示，这意味
着传统的蓝海市场逐步转向红海，竞争重点也从占领空白
市场转向争夺现有份额。

二是重塑品牌体验，打入消费者首选名单。随着存量
市场比重增加和消费者忠诚度的提高，乘用车市场集中度
逐年提升，头部品牌市占率不断提高。麦肯锡全球资深董
事合伙人泽沛达表示，汽车市场在需求端，特别是高端产品
领域，正在主动整合。

三是线下线上全渠道并举，构建全新消费者体验。消
费者通过多元化渠道获取信息已成常态，线上渠道在选购
汽车的各个环节均有较深的渗透，但线下渠道仍然是主
导。然而，传统4S店的服务模式已难以满足消费者对新兴
服务模式的需求，模式创新势在必行。同时，线上渠道也存
在信息繁杂、沟通效率低等痛点需要解决。

四是以消费者为本，有所为有所不为。预计到 2024
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目前，消费者
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大幅提高。麦肯锡全
球副董事合伙人沈沛表示，“车企开发亮点功能应聚焦改善
消费者体验和考察新功能盈利能力，避免盲目跟风。”

五是围绕消费者痛点开展业务创新，把握二手车潜在
机遇。随着二手车接受度逐步提升，低成本、高性价比等认
知已经深入人心，市场潜力不容忽视。制约二手车交易加
速增长的主要障碍是质量、安全保障和交易流程便捷性。

“作为新兴市场，目前国内二手车供给端和需求端的衔接尚
不完善，因而认证二手车体系在这方面具备实施潜力。有
效匹配供给和需求，同时最大化满足供需两端诉求，是把握
二手车市场机遇的关键。”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王平说。

麦肯锡发布研究报告认为——

中国车市放缓只是短期阵痛
本报记者 钱箐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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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鑫摄

成都首台5G公交车正式投入运

营。上图为中国电信工作人员向乘

客介绍车内“黑科技”。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