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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3年一直快速发展

的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这

两年却踩了“急刹车”。2019

年上半年，自主品牌工业机

器人累计销售更是首次出现

同比下降。但业内人士纷纷

认为，机器人产业前景大

好，现在正是坚定不移埋头

苦干的关键时期——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龙照勇报道：近日，中国丝
绸产业发展合作高端峰会暨丝绸展销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河池市宜州区开幕。河池市委书记何辛幸在峰会上表示，
要抓住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发展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机遇，紧扣培育河池千亿丝绸产业集群目标，打造河池市丝
绸产业生态圈，逐步覆盖广西、广东以及东南亚等地，并借
势“一带一路”南向通道向欧亚延伸，形成辐射全球的丝绸
产业中心。

近年来，河池市紧紧抓住国家实施“东桑西移”机遇，大
力发动群众种桑养蚕，桑园面积、养蚕量、鲜茧产量逐年增
长，形成了“世界桑蚕看中国，中国桑蚕看广西，广西桑蚕看
河池”的发展格局。古老的丝绸产业，正在河池这片充满希
望的红色热土上焕发出勃勃生机。

目前，河池市桑园总面积发展到 94 万亩，鲜茧产量
13.8万吨，鲜茧产值60.8亿元。桑蚕规模连续14年稳居全
国设区市首位，其中宜州区桑园面积36.19万亩，桑园面积
和鲜茧产量连续15年成为全国桑蚕茧第一大县。

在桑蚕茧产量位居全国第一后，河池市积极打造桑蚕
全产业链。河池以打造桑蚕茧丝绸产业循环经济示范基地
为契机，积极引导蚕农和茧丝绸企业加强桑蚕资源多用途
开发利用，改造提升丝绸一二三产业，促进三次产业有机结
合、良性互动。

随之，“茧—丝—绸”“蚕沙—有机肥”“桑—菇—肥”等
循环利用模式应运而生，“工业+旅游”也玩出“新花样”，世
界各地游客不仅可以到河池茧丝绸企业参观生产流水线，
还能游桑园、摘桑果，选购优质丝绸品，品尝桑葚酒、桑叶
鸡、桑鱼汤、桑叶馒头、特色蚕蛹等“蚕桑大餐”。

近年来，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加快丝绸产业转型升
级势在必行。

河池市委、市政府于2019年5月主动上门与我国丝绸
制造业龙头企业——丝绸之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联姻”，
并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充分释放行业龙头溢出效应。此
外，河池市以科技创新、创意和创造为突破口，充分利用广
西蚕业人才小高地、广西蚕业博士工作站、浙江大学等科研
院所技术力量，建立桑蚕科研示范推广新型服务体系，推动
桑蚕产业机械化、工厂化，促进桑蚕产业多元化发展，多项
技术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何辛幸介绍，为了培育千亿丝绸产业集群，建设辐射全
球的丝绸产业中心，河池市正致力于将河池·宜州工业园区
打造成中国西部最大的丝绸工业园区。同时，按照全产业
链思维，推进桑蚕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全力打造宜州刘三姐
桑蚕高效生态产业核心示范区，推动桑园建设规模化、桑蚕
养殖省力化、种养结合绿色化，不断延长桑蚕产业链。

数字经济已然成为当下经济发
展最强新动力之一。“数字经济是继
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更高级
经济阶段，它正加速重构经济发展
与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
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核心动力。”中
科院智慧城市产业联盟副秘书长徐
良在 2019 中国智慧城市科学发展
大会上说。

为什么这么说？据统计，2018
年，全国 333 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
占全国 GDP 总量超过 80%。城市
数字化发展程度更高，是国家发展
数字经济的核心及主力车头，城市
数字经济占比全国数字经济超过
90%。

但城市数字经济仍面临诸多难
点。对此，徐良总结说：一是不同地
区、不同产业结构、不同人口规模的
城市间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性高；二
是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
向多产业扩张渗透，形成多场景落
地的城市数字经济；三是城市各系
统间的强关联，城市主体、数据、治
理间的强关联，形成城市经济的高
耦合发展；四是城市数字经济的发
展，有效减少了传统产业对资源的
过度消耗、生态污染，从而达到可持
续性发展。

徐良坦言，目前，我国各省市都
意识到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奋力
发展城市数字经济，已经取得显著
的成效，但是仍面临一些误区。

一是建设城市数字经济不能“千城一面”，而应“一城一
策”。徐良认为，发展城市数字经济需要以城市为单位，根
据该城市本身情况和特点设计具体方案，做到“一城一
策”。比如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城市数字经济建设更强调
服务企业和老百姓；而在欠发达地区，就更强调基础公共管
理。

二是建设城市数字经济不是一劳永逸，而是共同成
长。徐良认为，发展城市数字经济，不能是“交钥匙”工程，
作为城市数字经济构建的科技公司不能以“项目交付”为最
终目的，而应该为城市积极“造血”，盘活城市产业经济。发
展城市数字经济要有前瞻性，要有应对技术变革和城市发
展的准备，为城市提供新活力和经济增长点。

三是城市数字经济模式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变化
的。“随着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及融合，城市数字
经济发展呈智能升级趋势。城市数字经济的未来发展将是
从数字化向智能化跃迁，多项先进技术都会在城市数字经
济建设中得到应用。”徐良说。

徐良认为，城市数字经济模式是动态的，是随着城市发
展融合、生长的技术系统，包括引入各种资本，拉动更多市
场需求。

日前，由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主办
的 2019 年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大会在
重庆两江新区举行。中国机器人产业联
盟理事长、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
有限公司总裁曲道奎在大会上表示，自
2013年开始，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
人市场，连续六年居全球首位。我国已
成为全球机器人重要的生产基地与消费
市场，同时研发能力稳步提升，一批标志
性成果取得了新进展。

研发生产能力突飞猛进

“我国机器人产业这些年取得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在‘十三五’期间，
成效非常显著。”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
业司副司长罗俊杰介绍说。

从产业规模上看，2018年我国工业
机器人安装量约是 15.4万台，超过了欧
洲和美洲安装机器人数量的总和，产量
与安装量均超过全球三分之一。

对此，两江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王志杰深有感触。他还记得，2014年刚
开始发展机器人产业时，我国工业机器
人密度才 30 台/万人，2018 年达到了
140台/万人，发展速度惊人。

同时，我国机器人产业创新能力稳
步提升，一些关键零部件技术也取得了
突破。罗俊杰介绍，在工业领域，双臂机
器人双目视觉定位技术、柔性手爪设计
技术、双臂协调控制技术等关键共性技
术研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协作机器人
实现了减速机、电机、编码器以及驱动控
制一体化集成，部分产品重复精度可达
到正负0.05毫米。

南京埃斯顿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杰高表示，这些年机器人产业变
化很大。中国有很多传统行业，以前很
少用机器人，这几年，公司通过设计技术
和应用技术紧密结合，针对客户痛点，开
发适合他们的产品，效果非常好，像光伏
机器人、木工机器人都卖了很多。

“国产机器人研发和生产能力在逐
步提高。”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执行理事
长宋晓刚表示，从生产能力角度来讲，
2013 年到 2018 年，国产工业机器人销
量年均增长达到了 35.3%，多关节工业
机器人最近3年来持续快速增长。

新兴领域带来更多机会

从 2013 年到 2018 年，中国工业机
器人市场快速发展，但到 2018 年，中国
机器人市场首次出现下降。

宋晓刚表示，这个下降有一个特点，
外资品牌下降7.6%，自主品牌仍然保持
16.2%的增长。从应用领域来讲，搬运
和上下料仍然是最主要领域，其次是焊
接，这正是我国量大面广制造业各个行
业都要应用的领域。

“2018年，大家正准备大干一场时，
突然来了‘急刹车’，行业出现负增长。”曲
道奎说，所以大家尤为关注今年的数据。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在大会上发布
了 2019 年上半年中国市场自主品牌工
业机器人统计数据。数据显示，2019年
上半年，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累计销售
1.9 万台，同比下降 13.6%，是自统计以
来首次下降。从企业层面看，在日趋严
峻的市场环境中，龙头企业、优质企业仍
能保持一定增长，但更多企业产销均出
现了下滑。

“过去汽车行业占据机器人行业最
大市场份额。”曲道奎表示，整个中国机
器人市场下滑的主要原因还是与汽车行
业市场份额大幅度下降有关。而从机器
人新兴应用行业来看，像金属加工、塑料

和化学，尤其是食品工业，最近几年增长
非常快。

“新兴的细分领域，市场需求倒逼机
器人产业创新。”宋晓刚表示，中国机器
人发展正在从产业形成期向产业发展期
迈进，机器人产业需注重细分行业和不
同应用场景的市场拓展，各个企业找到
擅长的行业所在，并开展相应的工艺技
术研发。要注意协同发展，注重与信息
技术、通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合
发展。注重新一代机器人、智能机器人
研发，以满足我国制造业不断转型升级
需求，抢占机器人产业发展制高点。

“机器人技术应该是一个多学科集
成技术，无论企业有多大，想把所有的事
都做完，结果就是做不到、做不好、做不
精。”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机器人研究
所所长赵杰认为，企业应当想好如何将
一种技术做好，周期更长。他举例说，德
国一些企业，就在走“专克优精”道路，

“我们要沉下心来，用十年或数十年时
间，力求做得长远。”

市场未来前景可期

南京熊猫电子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坤介绍说，现在来询价的很多项目是
几百万元或更小的项目，尽管这些中小
企业自动化改造投入并不大，但它的需
求或者期望是给它提供一个世界顶尖或
者领先的方案。如果我们的机器人应用
技术或者系统集成技术和客户需求完全
匹配上，未来发展空间就会很大。

对于机器人产业的未来，与会者大
都认为前景大好。

罗俊杰表示，从国际上看，机器人与
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新兴技术不断
融合，推动产业步入快速道。从国内看，
应用领域和场景不断拓展。2018 年国
产工业机器人应用领域已经拓展到了
47个行业大类，129个行业中类，而且应
用面还在不断扩大，如服务领域已经向
教育、医疗、陪护、配送等多维度延伸。

“要客观理性看待。从长周期来看，
现在可能还是优化结构的黄金时期，也
是坚定不移埋头苦干的关键时期。”罗俊
杰表示。

赵杰认为，服务机器人将成为世界
机器人强国争夺新兴产业主导地位的重
要战场。服务机器人还未到爆发期，未
来产值无法预估。同时，他预测，到
2035年我国机器人领域的技术和产业，
整体上位居世界强国行列。在特种机器
人和服务机器人领域，我国会整体进入
到世界先进国家行列，而且部分方向应
该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从发展趋势来看，市场未来可期。”
宋晓刚表示，国际机器人联合会预计到
2019年全球工业机器人的增长会持平，
2020 年之后会重回两位数增长。中国
机器人产业联盟预测，2020 年至 2029
年，年均增长会高于29%。

“从大的趋势来讲，工业机器人正
处在一个大的爆发期，现在的数据和市
场，只是未来机器人市场的起步。”曲
道奎认为，中国机器人，一定有一个非
常美好的未来。所以，机器人企业要加
强创新，把特色和优势突出出来，未来
我国一定会站在世界机器人制造的先进
行列。

“共享出行企业一定要重视消费者
体验，这一点是核心。”“希望企业深耕细
作，将市场细分，在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
需求方面下功夫，把业务进一步做强做
大。”“希望给共享助力车这种新事物试
点机会，让用户和政府慢慢接受它、认可
它。”——近日，由人民政协报社主办的

“新经济 新出行”全国政协委员共享出
行调研上海行活动在沪举行。在这场有
关共享出行后续发展的大讨论中，“共享

出行下半场该怎么走”这一问题，也有了
更清晰的答案。

从快速兴起到野蛮生长再到受挫洗
牌，共享单车行业能在眼下形成理性行业
共识，是以短短 3 年内大起大落为代价
的，伴随的是大量社会资源浪费和各城市
路面秩序受损，对此多位委员感同身受。

“共享单车在助力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完
善方面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城市的公共
交通管理，要错位发展，不能轻易否定哪一

种交通方式。”西安交大教授李香菊委员说。
“共享经济包括存量共享和增量共

享，单靠资本去驱动增量共享，这里面存
在问题。”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席、恒银金
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
江浩然委员坦言。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相关负责人
近期在公开场合总结 2019 年国内共享
单车行业趋势时表示，一方面主要运营
企业正将精力转向精细化经营、提高自
身造血能力，经营逐渐回归理性；另一方
面，由于主要运营企业掌握了市场空间，
大部分中小型运营企业陆续退场，而平
台发展空间有限，因而部分单车平台被
并入大型平台生态体系。

基于此，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俞光耀委员判断：

“对共享单车这个新生事物，前一段时间
政府、企业、社会都没有准备好，所以出
现了一些乱象，现在到了可以提出解决
方案的时候了。”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委
员是共享单车最早一批用户，他用“稳定
发展”和“有序竞争”两组关键词来定义
眼下的新格局。屠光绍说：“下一步发展
有赖于生存环境优化。同时，这一行业
也需要更多合作和配套。”

后面的路怎么走？上海市政协原副
秘书长高美琴给出的建议非常具体：一
方面运营企业要加强路面车辆调度和停
放管理，另一方面要形成政府、企业共治

共管局面，细化规则、信息共享，政府监
督企业、企业监督用户。

屠光绍说，两轮共享出行，不同于以往
商业模式，运营企业必须将经营活动与社
会需求、商业模式创新、社会责任、政府服
务这四个维度紧密结合起来，“一定要重视
消费者体验，这是核心。对共享出行企业
来讲，还要持续细化特定需求，谁能在这个
方面做得更好，谁就能抓住未来需求”。

江浩然看到，哈啰出行近年来扎扎
实实做经营，工作细致到街头巷尾每一
辆车。“很辛苦，但不管什么行业，归根结
底还要靠经营去赚钱，靠资本驱动肯定
长久不了。”他给行业的建议是，掌握核
心技术，创新应用场景，发扬工匠精神。
他建议，两轮共享出行企业应转变思维
方式，将服务“绑定”到城市公共交通中
去，搞符合中国特色的共享出行。

两轮共享出行要行稳致远，政府监
管、行业引导不能缺位。李香菊说：“部
分一线城市此前先后颁布单车‘禁投
令’，暴露出一些法规政策及城市管理滞
后于新经济发展的情况，‘一刀切’式粗
放管理亟需改变。”

俞光耀提出，在出行行业，企业唱戏
必须要有政府搭台，这台戏要唱到有始
有终、唱出不衰的生命力，这才是成功。
屠光绍说，行业管理方式也要与时俱进，
没有任何一种管理模式可以包揽一切，
因此政府也要适应新经济、分享经济特
点，不断完善自身管理手段。

2019年，我国机器人市场出现“急刹车”，但业内人士坚信——

机器人产业一定有美好未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瑾

在 2019 年

中国机器人产业

发展大会展区，

客户向机器人企

业工作人员咨询

使用情况。

本报记者

刘 瑾摄

全国政协委员共议行业进入稳定发展、有序竞争新阶段之后——

共享出行后续发展之路怎么走
本报记者 王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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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

把绸产业做成国际大生意

图为一位上海市民在使用共享单车。 本报记者 王轶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