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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对产业发展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一些传统行业受冲击较大，而智能制造、无人配送、
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成长潜力。要以此为
契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疫情之下，传统产业如何转型创新？新兴产业如何顺势崛
起？今天起，我们推出“新产业 新机遇”系列报道，观察分析
目前中国产业发展大趋势。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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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一些行业产生负面影
响，同时，也为不少新产业创造了发展契机。

疫情倒逼对新技术和新模式的需求。技
术进步的应用不仅依赖于技术本身的先进
性，还需要一定的条件。以远程办公技术为
例，疫情延缓了员工返岗返工和学生返校，
带来对大规模远程办公和视频会议的需求。
远程办公和视频会议系统技术本身是比较成
熟的，可以有效提高商业运营效率。然而，

传统的办公文化和商业模式高度依赖面对面
交流，不信任视频交流，从而抑制了新技术
的应用。行为习惯是新模式替代旧模式的一
大门槛。可以说，疫情成为一些新技术、新
模式大规模落地的催化剂。

疫情使发展新产业的必要性凸显。疫情
带来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让人们看到进一步
推进智能制造、无人配送等新技术的必要
性。历史上，技术进步的本质是通过应用新

技术提升人均劳动生产率。复产初期的用工
短缺激发了智能制造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疫
情还以极端方式展示出医疗健康产业供给能
力建设的重要性，全方位考验了医疗健康全
产业链，包括医疗服务、新药研发、医疗器
械等，推动提升中国医疗健康产业供给能力。

疫情逆向推动餐饮、零售等传统产业进
一步升级。餐饮、零售等行业本应受到较大
影响，但是中国完善的网购和外卖快递体系

减轻了疫情对这些产业的影响。疫情进一步
加大了在线消费供给和需求两端的普及率。
更多的传统商场、超市和餐饮企业加入线上
销售，更多的消费者开始习惯使用线上消费。

疫情引发部分产业市场结构变化。例
如，在聊天软件领域，微信是当仁不让的
强者。然而，在防疫期间，钉钉在远程办
公方面的优势有可能会延伸到聊天软件领
域，一个以办公为主的软件可能拓展到私

人社交领域。
疫情凸显出交通物流行业的重要性。

疫情发生初期，区域间物流畅通和产业链
的有效组织受到影响，再次说明畅达的交
通运输和高效的物流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重
要意义。进一步提升物流产业效率、降低
经济运行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
方面。

疫情是危机，同时也是契机。有韧性的
经济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可以减少危机带来
的损失，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抓住进一步发
展的契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不仅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强大保障，还
对建立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可持续增长的经
济体系有着重要意义。（作者为中国人民大
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

年过半百，孙来春做起了淘宝
直播。

“企业家就要有韧劲。”孙来春向
记者说。

17年前，孙来春开化妆品店，代
理国外品牌。突遭“非典”，他的店倒
闭了。4个月后，他创立了“林清轩”
品牌。17年间，林清轩在全国100多
个城市开了300多家直营店。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林清
轩大量门店歇业。焦灼过后，2 月 1
日，孙来春决定：转向淘宝直播。

经过半个月直播，林清轩业绩全
面 反 弹 ， 销 售 额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45%。2月14日，孙来春做了人生第一
场直播，6万人观看，卖出近40万元
的山茶花油。

危中有机，化危为机。疫情让在
线消费潜力迸发了出来，让更多品牌
加速拥抱数字化。

近日发布的 《微信战“疫”数
据报告》 显示，截至 2 月 14 日，微
信小程序超市业态访问量同比增长
115%，生鲜果蔬业态访问量同比
增长 168%，社区电商业态同比增
长 83%。

3月3日，《淘宝经济暖报》发布
数据：2月，超过100万人到淘宝开新
店。《淘宝经济暖报》这样写道：“2月
以来，每天有超过3万人在淘宝开新
店，就像每天播下3万颗种子。到春
天，花会开。”

实体店转战线上
“我们左右手都能吃饭”

谈起第一次直播的感受，孙来春
说，就俩字：“紧张”。直播前，他紧
张得吃不下饭。线上业务对孙来春来
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也是一个曾让
他抵触的领域。

长期以来，林清轩不做线上业
务。孙来春甚至认为，店员辛苦推介
产品，顾客转头就到网上购买，这对
店员不公平。即使后来尝试了开淘宝
店铺，他也只安排几个人运维，销售
量不大。

疫情改变了这一切。“刚开始，
我真的以为这次要破产了。”孙来春
向记者回忆说，“但一想到抗疫前线
的人们在拼死战斗，我们有什么理
由不努力？我们也要战斗，我们不
能破产！”

在10天时间里，孙来春想出了11
条出路，最终，他选择了转战线上。

2 月 1 日，林清轩开始全员上直
播。可是，开播第二天，林清轩直播
间里只有2位观众。“即便这样，导购
姑娘照样认真直播，这让我眼眶都湿
了。”孙来春说。

努力没白费。4天后，同一个直播
间里来了500多人。这给了公司所有
人极大的鼓舞。现在，连后勤人员都
在学习如何直播。依靠直播，林清轩
业绩全面反弹。

孙来春说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以
前我们用右手吃饭，现在我们左右手

都能吃饭。”
据悉，等疫情过后，林清轩将开

设全新的线下店铺，在这里，收银台
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直播间。“线
下体验，线上购买。我们已经规划了
3家新型门店，2家在上海，1家在武
汉。”孙来春说。

没人上街不代表没人逛街。疫情
发生以来，大量实体店跟林清轩一
样，搬到线上，继续营业。

银泰百货1000名导购在线上平台
“喵街”上复工。雅诗兰黛、兰蔻、宝
岛眼镜等 50 多个品牌专柜率先加入

“导购在家直播”。统计发现，1名导购
直播3小时服务的消费者人数，相当
于线下6个月服务的客流量；一次直
播可以产生门店一周的销售额。

2月底，汉光百货通过微信小程序
试水专柜直播，平均每场观看人次过
万 ， 线 上 销 售 额 单 品 牌 单 日 增 幅
300%。

2月29日，蒙娜丽莎瓷砖在京东
平台进行了一场2小时的直播，观看
人数超过20万，带来超过1万笔订单。

2月15日—21日，家居品牌居然
之家在全国232家门店进行了4810场
直播，开播时长近7000小时，预计成
交额4.8亿元。

近一个月来，全国15万家门店新
入驻“饿了么”外卖平台，这其中既
有3.5万家便利小店，也有多家五星级
酒店，甚至还有书店加入，外卖“精
神食粮”。

最 近 ， 言 几 又 书 店 在 “ 饿 了
么”上开张了。消费者可以像点外
卖一样，选书、结算、收货。四川
言几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品牌经理
沈洁向记者表示，与传统图书配送
平台相比，外卖平台更加快捷，门
店周围3公里范围内，可实现最快半
小时送达。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
春花认为，危机之时往往是企业自我
激活之时，当环境激变，免疫力强的
企业能够存活下来。

新需求应运而生
“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杭连家住浙江台州，父母都有高
血压。疫情防控期间，外出不便，家
里的降压药眼看要吃完了，怎么办？

2月16日，杭连想到了手机里的
一 款 APP——“ 微 脉 ”。 点 开 “ 微
脉”，点进台州医院，找到之前给父
母看过病的大夫，说明情况。大夫在
线开了药，杭连在线支付，并选择了
送货到门。第二天，杭连就收到了降
压药。

杭连对记者说：“现在习惯了在
线看病。头疼脑热不严重，就不去
医院了。”

记者看到，在线问诊平台一般包
括公益板块和付费板块。在付费板
块，患者在线支付咨询费后，可以通
过图文、电话等方式联系医生。

疫情防控期间，在线问诊需求

大增。
数据显示，从1月21日至今，“微

脉”通过与全国各地医疗机构合作搭
建互联网医院的方式，累计服务患者
超过90万人次。

各大医院也开始通过微信小程
序、官方公众号等方式提供医生问诊
服务。近期，微信城市服务上线“线
上问诊专区”，截至目前已接入220家
医院小程序。

3 月 2 日，在线问诊迎来政策利
好。当天，国家医保局、国家卫健委
发布了《关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开展“互联网+”医保服务的指导
意见》，提出“对符合要求的互联网医
疗机构为参保人提供的常见病、慢性
病线上复诊服务，各地可依规纳入医
保基金支付范围”。

疫情催生的“宅经济”，为众多领
域发展打开了新空间，生鲜电商就是
其中之一。

最近，胡军的车里总是放着一条
棉被。忙到通宵，他就在车里睡一觉。

胡军是“谊品生鲜”的一线配送
员，作为“谊品生鲜”安徽合肥固镇
路服务站负责人，他每天为周边9个
小区分拣、配送生鲜。

疫情爆发后，“谊品生鲜”重点在
微信小程序和微信社群上拓展业务。

“我们当时就知道线上消费需求会暴
增，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谊品生鲜
首席执行官陈冬青说。

陈冬青向记者介绍，“谊品生鲜”
在全国有几千个社区加盟服务站，负
责生鲜的分拣和配送。疫情发生之
前，每个服务站日平均销售额约5000
元，现在涨到了1.5万元。

微信小程序每天给“谊品生鲜”
带来大量订单。胡军所在的门店已经
摆不下这么多商品了，他们只能在室
外临时搭棚，在棚内完成分拣。

在线娱乐也抓住了发展机遇。
大麦网是演出赛事购票平台，疫

情发生后，大量线下活动暂停了。这
时，大麦网推出了“云直播计划”，邀
请艺人在线聊天、唱歌、问答，与观
众互动。

2月20日，大麦网直播间迎来了
舞台剧 《盗墓笔记》 的主演杜光祎。
他与粉丝们分享台前幕后的故事，并
演唱了舞台剧的主题曲。点赞数超过
了23万，粉丝送出的礼物刷了屏。直
播1小时结束后，很多粉丝没有离开，
又看起了重播。

大麦网“云直播计划”负责人蒋
虹向记者表示：“‘云直播’为宅在家
里的人缓解了焦虑和无聊，为平台收
获了大量活跃用户和新用户，也为艺
人开拓了宣传渠道，不少在线观众
说：‘疫情过后，剧场见！’”

近日，众多在线娱乐平台发布
“战报”。2 月 29 日，“淘票票”联
合“优酷”在“优酷”直播平台上
举行“云观影”，吸引了 25 万影迷
观看，弹幕互动 2 万多条；疫情爆
发后，视频网站“爱奇艺”付费会
员环比增长 1079%；今年一季度，
视频弹幕网站“哔哩哔哩”预计营
收增长 118%。

基础设施再提升
“可以平稳支撑业务增长”

在线消费火起来，支撑在线业务
的5G、云计算等网络基础设施再次站
上风口。

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召开会议。会议提出，“把在疫情
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
壮大起来”，并强调，“加快5G网络、
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
研究所产业发展研究部主任工程师左
铠瑞认为，“宅经济”让5G应用场景
变得更加清晰，5G与经济社会各领域
融合发展的步伐有望加速。

这几天，“云旅游”流行了起来，
不少平台通过“5G + VR （虚拟现
实）”，让人们宅在家里看遍世界。记者
打开“广东移动手机营业厅”APP，进
入“全景VR看世界”页面，点开“四
川九寨沟”，高山碧水的景色立马出现在
眼前，语音导游也随即开始了解说。滑
动屏幕，可以改变视角、移步换景。

据了解，“全景VR看世界”能够
720度VR全景展示900多个国内景点
和100多个国外景点。

广东移动5G个人应用项目经理吴
雄林向记者表示：“5G可以充分满足
VR对高带宽的需求。当前，5G网络建
设进展迅速，5G应用创新不断涌现”。

疫情让在线教育平台短时间拥有
大量用户，也考验着平台的承载力。

2月10日，这是很多学校网上开
学的日子。晚上20点多，在线教育平
台“洋葱学院”技术负责人拨通了阿
里云弹性计算架构师赵堃的电话。

在一个月时间里，有超过700万
学生涌入“洋葱学院”，这让后台系统
的流量一下子激增了10倍。“洋葱学
院”向赵堃提出这样的要求：在保证
网课服务不中断的前提下，升级服务
器性能，同时将服务器扩容4到8倍。

放下电话，赵堃立马在“钉钉”
上拉群，召集同事商讨出了解决方案。

升级扩容马上实施。受疫情影
响，赵堃居家办公，孩子时不时推门
进来看看爸爸。白天，他在卧室工
作，只好将门反锁。晚上，家人休息
后，他就在客厅沙发上继续工作。

第一天的升级扩容从零点开始，
持续到早上5点，过程顺利，“洋葱学
院”顶过了第一波流量高峰。战斗还
没完，在沙发上休息3小时后，赵堃
继续工作，为服务器升级容器服务，
这样可以让资源分配更合理。

洋葱学院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李诺向记者表示：“升级扩容后，系统资
源利用率提升约60%，可以平稳支撑业
务增长。”“洋葱学院”连续2天平稳度
过流量高峰，赵堃这才松了一口气。

3月3日，科技部等5部门对外发
布了《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
方案》，提出重点支持云计算和大数
据、高性能计算、宽带通信和新型网络
等重大领域。

创新茶座创新茶座 逆境催生新产业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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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石景山区八角路设置了“每日优鲜”电子商务点，方便快
递小哥取货与送货。 李文明摄 （人民视觉）

2月5日，重庆百货云阳超市工作人员在按照网上订单称重。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3月5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海滨路街道辖区一家瑜伽会所内，瑜伽
教练正在使用直播的方式为学员讲解课程。 曹建雄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