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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排队买票给乘客带来的困
扰，日前，北京市轨道交通全路网开
通线上购票、车站取票功能。乘客通
过北京轨道交通单程票互联网服务平
台 （易通行） 应用软件进行线上购票
后，可在各车站网络取票机上取票。
网络购票同样执行北京地铁票价政策。

据了解，预计 2018 年一季度，全
路网将实现刷二维码进出站。乘客只
要开通应用软件上的二维码刷闸功
能，就能够直接刷二维码进出站。乘
客将彻底告别现场排队买票。

图为一名乘客在北京地铁7号线广
渠门外站的网络取票机上扫描二维码
下载购票客户端。 新华社发

经济发展新杠杆

近日，济南一段高速公路在网上火了：这段1公里长
的光伏路，是中国首个承载式光伏高速公路试验段，不
仅能发电，将来还能给行驶的电动汽车充电。

该路面与其他高速公路明显不同，呈灰白色。最表层
为透光混凝土路面，具有高强度和超过90%的透光率；中层
为光伏板，可在路面空闲时间吸收阳光发电；底层为绝缘
层，3层结构总厚度不超过3厘米。目前，该试验段已经实现
了为路灯、电子情报板、融雪剂自动喷淋设施、隧道及收费
站提供电力供应，未来还能为电动汽车提供无线充电。

这样充满“黑科技”味道的光伏路面技术，重大意义何
在？投资建设单位齐鲁交通发展集团董事长徐春福表示，
光伏路面为下一步形成车路协同也就是车与路的能量和
信息交互创造了基础。专家表示，车与路的能量和信息交
互将改变未来交通模式，促进智慧交通时代来临。

如今的中国，信息技术正在对像高速公路这样的一
大批传统领域进行改造升级并迸发出强大动能。

一组数字能说明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释放
出的巨大经济活力：2016 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 22.58 万
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占GDP比重达30.3%；数字经济增速
高达16.6%，分别是美国（6.8%）、日本（5.5%）和英国（5.4%）
的 2.4 倍、3.0 倍、3.1 倍。全球共有 262 家“独角兽”企业（即
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初创企业），其中1/3在中国，且绝
大多数与数字经济有关。研究表明，数字化程度每提高
10%，人均GDP增长0.5%至0.62%。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
情形下，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变革、效率变
革和动力变革的加速器，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杠杆。

转型升级新模式

因为无人驾驶技术，人们的交通出行方式将被颠
覆；因为引入大数据，传统零售业变得更加人性化；走
上“云端”的制造业，正在实现精细管理和个性定制……与
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各个领域，信息技术的融入正在缔
造出新模式新业态，推动高质量发展。

走进智慧门店，用手机“扫一扫”，就能看到一杯咖啡
的“诞生过程”。而不久前上市的九阳无人豆浆机，则实现
了全部流程智能化和远程控制。用手机按下遥控程序，就
会自动煮出热乎乎的豆浆，机器还能进行智能清洗。

在数字驱动下，消费领域、工业制造等正在构建更
敏捷的生产、经营、管理体系。工信部调查显示，数字
智能化改造后，传统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超30%，运营
成本约降20%。

对于众多中小企业来说，通过拥抱“数字”和走上
“云端”，它们获得了更多的扶持和机遇。工信部数据显
示，目前制造业骨干企业“双创”平台普及率接近70%，
中小企业活力增强。

在社会治理层面，近年来，各地政府积极利用移动
互联网优势，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12月，微信城市服务平台、政府微信公众号、微
博、手机端应用等信息平台的用户规模已达 2.39 亿，占
总体网民数量的32.7%。这表明，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正在
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

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司长谢少锋表示，数
据价值正在充分流通，为诸多行业提高“含金量”，实现
质量、效率、动力变革。

探索解决新挑战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
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
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
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
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
有力支撑。

要释放数字红利，先要筑牢数字基础。网络基础设
施建设、打造信息共享和互信互认机制等方面的问题，
都需要在创新中探索解决。

为打好数字经济发展“地基”，工信部计划，2018年
将启动一批战略行动和重大工程。以5G为例，目前已形
成包含技术、标准等在内的协同创新链条，下一步将加
速融合创新，补齐5G芯片、高频器件等产业短板。2018
年推动形成全球统一 5G 标准。同时，加快百兆宽带普
及，推进千兆城市建设，实现 4G 网络覆盖和速率提升、
移动流量平均资费降低、中小企业宽带和专线使用成本
下降。

数据开放共享，对提高信息技术应用效率至关重
要。工信部总工程师张峰说，中国将建设全国一体化的
国家大数据中心，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和基础数据资源跨
部门、跨区域共享。其中，优先推动信用、交通、医疗
等领域数据开放，并研究制定工业大数据发展路线图，
建立健全容错机制。

可以相信，随着与数字经济发展适应的安全保障体
系逐步完善，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将为中国重
塑全球竞争力提供更大能量。

据 《新京报》、央视新闻等多
家媒体报道，北京林业大学9名大
四女生，日前结伴乘坐面包车从
哈尔滨前往雪乡途中，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 4 人死亡，5 人受伤。
据《新京报》采访的知情人士介绍
说，在前往雪乡之前，他们雇用了
一辆在淘宝网上找到的面包车，后
来查实是非法营运车。其实，淘宝
网上的非法行径并非仅此一例：不
法分子在淘宝网上公开贩卖淫秽
视频；市民在淘宝网上走私贩卖濒
危野生动物；年轻女孩淘宝网购减
肥药猝死……在谴责不法商家的
同时，人们不禁要问：淘宝网上的

“非法”谁管管？
作为提供服务的第三方交易

平台，淘宝对于入驻店铺的违法行
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网络
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
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
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
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
担连带责任。”其次，企业应诚实守
信，不仅自己不骗人害人，也不能
听任他人顶着自己的名号去骗人
害人。法律规定是企业的“红线”，
诚信则是企业的“底线”。红线不可越，底线不可丢。平
台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买卖双方的利益，不仅应当有
完善的审核、举报、奖惩机制去保护消费者不受无良
商家侵害，而且在消费者利益受损时，平台也应当主
动与有关部门合作，打击不法商家，扫除害群之马。

早在 2015年，国家工商总局网络商品交易监管
司就对淘宝种种非法行径作出了严厉批评：阿里巴
巴集团对阿里系网络交易平台存在的违法经营行
为，长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长期未能采取有效措
施予以治理，以致养痈成患，不仅使自身面临成立
以来的最大诚信危机，也对其他网络经营者依法合
规开展经营活动产生不良示范影响。

淘宝网作为电子商务行业巨头，必须起到模范
带头作用，而不是在连法律规定都没有做到的情况
下，置身事外，以所谓“商家售假，平台背锅”的
说法推卸责任，把自己打扮成无辜者和受害人。掩
耳盗铃，只能自欺；欲盖弥彰，反而越描越黑。

越来越多的卖家入驻淘宝网，随之而来的是愈演
愈烈的交易平台管理乱象。互联网的便捷、高效是建
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的，不能以损害消费者权益为代
价来追求所谓的便捷和高效。淘宝必须增强问题意
识，正视存在问题，对存在的问题不推脱、不掩饰，掷
地有声地解决问题，消除监管、检验、审核中存在的盲
点。此外，监管部门要加强网络市场监管制度建设，完
善监管规则，构建健全的市场监管制度，落实属地监
管责任，共同促进网络经济健康发展。

为了到达彼岸，人类建造了各式各样的桥。石桥、
竹桥、砖桥、藤桥、铁桥、玻璃桥、溜索桥……而在缅
甸，则有一座世界上最长的柚木桥——乌本桥。

位于缅甸曼德勒市的乌本桥是当地颇负盛名的
旅游胜地。乌本桥一带本是低洼之地，雨季湖水上
涨，湖滨成为泽国。为解决当地交通困难，1851
年，缅甸敏东王特意下令修建此桥。为使桥梁不至
腐朽，便用了珍贵的柚木来建造，从而具有了百年
不朽的品质。

乌本桥长达 1200 米，其桥墩、桥梁、桥板皆为柚
木。乌本桥以“之”字形跨越湖面，这样的设计可以减
缓雨季时大水对桥的强力冲击。1086根实心柚木矗立
在清澈的湖水中，湖水泛起的涟漪拉长了柚木的倒
影，显得桥体分外修长。行走于桥上的人们摩肩接踵，
脚步轻盈悠缓，透过脚下错落有致的柚木，可以清晰
地看到湖水，甚至水中的水草和鱼儿。

乌本桥没有围栏，无论是桥上的人，还是远观
桥的人，都可以彼此一览无余。正如卞之琳在诗中
所言：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
你。每一个行人，都是这风景的一部分。乌本桥的
桥头、桥中和桥尾分别有6座亭子。在崇尚佛教的缅
甸人心目中，这是为了体现佛教的“六和精神”，即
戒和同修、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见和
同解、利和同均。

100多年悠悠地过去了，两岸的百姓仍然靠着这
座桥生息。桥上的行人、
画家、小贩，与桥下撒网
的渔民、摇桨的船家，都
在 这 座 柚 木 大 桥 的 守 护
下，演绎着自己的故事，
而百年乌本桥，也默默地
记录下了一代代缅甸人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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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正深刻影响并重塑着世界经济

格局。抓住信息技术，就抓住了竞争力和话

语权。当前，世界各国对以数字经济为代表

的信息技术发展非常重视，有 140 多个国家

已经制订或实施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计划，

抢占未来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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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本桥又被称为“爱情桥”，因其美好的寓意吸
引了世界各国的游客。

智能手机来势汹汹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全球范围内的数码相机市场
需求量持续减少。据日本相机影像机器工业会统计，
2010 年小型数码相机发货量尚能超过 1 亿台；而在 2016
年，发货量已降低至1258万台。

对于大多普通消费者来说，智能手机的相机功能已

经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拍照需求，而且携带更加方便。
专家称，智能手机“一机多能”的操作便捷性，让小型

数码相机逐步离开了用户。而且与数码相机相比，智能手
机拍照功能的升级速度更快。此外，便捷的分享方式和“云
打印”等新技术，也为手机拍照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数码相机退守高端

数码相机市场的衰落，除了智能手机的普及外，相
机制造商自身没有抓准市场变化也是重要原因。从数据
来看，从2014年到2016年，数码相机的产量和出货量都
在递减。有业内人士估计，随着消费升级，数码相机市
场恐怕会越来越消沉。

尽管相机制造商在数码相机市场连连败退，但在专
业级别摄影领域的地位仍不可撼动。凭借多年生产相机
硬件的经验积累，相机制造商仍可以依赖高端单反相机
生存。但智能手机的入侵也确实对相机行业提出了警
告。随着相关技术的进步，相机制造商在中高端单反相
机市场的前景也未必明朗。

美国专业摄影软件雅虎网络相册的用户上传图片分
析显示，佳能单反相机用户占 24％，尼康单反相机用户
占 18％，而智能手机用户则高达 47％。这一数据显示，

智能手机正以绝对性的优势压倒了专业的单反相机。
面对晦暗不明的市场前景，相机制造商要想失之东

隅、收之桑榆，尚需寻找新的路径。

转型创新势在必行

在危机面前，很多相机企业积极寻求业务转型。莱
卡、蔡司、索尼等厂商选择和手机企业合作，将自己的
专业技术呈现在手机镜头之中。据报道，莱卡通过相机
技术与手机的融合，陆续开发了微型摄像头、光学系
统、网络控制、算法降噪等与手机相配套的 254件专利。
佳能、尼康等企业也在坚守阵地的基础上开拓新领域。

目前相机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可借助
自身积聚的技术优势，不断进行二次创新。

业内人士建议，一方面，相机制造商可以将已有的
品牌和专利技术与手机相匹配，与手机企业联合设计、
联合开发、共同经营，以弥补自身在产品经营上的不
足；另一方面，结合智能手机使用场景做好专利布局，
在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创新。但在这一过程
中，要注意及时利用知识产权保护自身利益。另外，相
机企业也可以依托核心技术开拓新领域，向相关行业横
向拓展，通过雄厚的专利储备和布局实现“弯道超车”。

智能手机冲击大 数码相机不服输
本报记者 刘 峣

坊间有种说法：有了可以“美颜”的手机，

数码相机就被“埋进了土里”。

数码相机遭遇“寒冬”的说法并非空穴来

风。近日，日本著名相机制造商尼康在巴西官

网发布公告，宣布退出巴西市场，以后不再在

巴西做相机销售，仅保留售后服务。而在2017

年 10 月底，尼康也宣布停止中国无锡子公司

的经营活动。尼康在全球的战略收紧，是相机

生产商困境的缩影。在智能手机的冲击下，数

码相机市场地位不保、利润空间缩小，自救与

转型已成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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