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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咖秀

世界各国争抢“智”高点

“高智商”的产品离不开“高智能”
的制造。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中，智能制造已成为世界各国抢占发展机
遇的制高点和主攻方向。生产企业借助传
感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
术，对原有生产技术和生产模式实施智能
化改造，给产品安上智能的“大脑”、接
上网络的“云端”。工信部总经济师王新
哲表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格局等产生了
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015 年以来，工信部先后遴选了 305
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583 个新模式
应用项目和 19 家标杆企业。这些项目的
牵头单位和标杆企业遍布各行各业，大多
属于行业龙头，产业链长、带动性强。

工信部部长苗圩 2019 年出席智能制
造国际会议时提出，智能制造代表着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方向，正在推动传统
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发生系统性、整体性
变革，为产业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提供了
基础和可能。纵观世界各国发展战略，实
施方式虽有差异，但目标方向基本相同，
根本在于试图大幅度提高制造业的效率、
效益。

消费者愿为“智能”埋单

德勤此前发布《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白
皮书》 预测，到 2025 年世界人工智能市
场规模将超过6万亿美元，人工智能让更
多普通人享受到技术带来的便捷。百度董
事长李彦宏举例说，住在北京大栅栏社区
的独居老人，家里装上了电动窗帘滑轨、

智能插座、智能灯等，通过与智能音箱对
话，就可以开关电灯窗帘、调节空调温
度。随着智能设备普及，无论是老人还是
儿童，未来都将更便捷地享受人工智能带
来的美好生活。

智能改变生活，中国企业正在为从
“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而努力，
康佳集团也是其中之一。康佳集团总裁周

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康佳集团
积极在芯片、半导体领域投入研发，目的
就是为了解决国内“缺屏少芯”的问题。
未来，全球消费者愿意埋单的产品一定是
在“智能”领域有突破。目前，中国大力
促进工业互联网发展、推动制造业升级，
科技创新是一个趋势，更是科技公司的核
心价值，也是康佳的核心驱动力。2020年

两会期间，康佳 236英寸的 Micro LED高
清大屏产品首次实现在全球范围的 5G 直
播应用，更加全面、真实地还原中国两会
现场。

专家指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是中
国制造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推进信息化
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以智能制造为核
心，推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
创新，才能更好更快地振兴实体经济。

高科技让产品更有“智慧”

中国发展智能制造的优势明显，作为
全球人口最多、制造业规模最大、移动通
信用户最多的国家，中国必然是全球最大
的智能制造应用市场。国际咨询机构埃森
哲预计，2035年制造业应用人工智能，其
增加值增速可提高约2个百分点，是所有
产业部门中提高幅度最大的。

几年前，有人工智能专家认为，中美
两国将成为引领世界人工智能发展的双引
擎。人工智能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
活，让一切变得更容易更舒适，也让机器
变得更有智慧。高科技为企业赋能，产品
才能真正拥有“智慧”，行销国际市场。

周彬指出，与以往单纯的产品输出不
同，包括康佳在内的中国主流企业，正向
产品输出与技术输出、品牌输出结合转
型，以提升在全球彩电产业链中的行业地
位和获利空间。例如，康佳电视可以做到
以语音操控的方式与其它智能家电互联互
通，成为智能家居中控设备，实现多种智
能场景应用。康佳集团今年初宣布成立北
美公司，重点发力包括美国、加拿大在内
的北美市场，对品牌的国际化、高端化具
有重要意义。康佳将持续在核心技术领域
深耕，以前沿科技升级产品，构筑万物互
联的智慧新生态。

“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制造业”

未来，工业产品拼“智商”
本报记者 王丕屹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防疫期

间，消毒、导诊、配送、测温、巡控……智能制造企业凭借技术积累和制造优势，

加速转产及扩产医用服务机器人，有效降低了医护人员工作压力及病毒传播概率。

有专家定义，“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制造业”。寓“智”于“造”，生产更“智能”，

产品更“智慧”，成为工业革新升级的大方向。

康佳未来屏产品在2020年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上展出。 图片来源于网络

雅虎日本公司 （Yahoo Japan
Corp） 是日本一家大型互联网企
业，其门户网站也是日本访问量最
大的网站，凭借强大的互联网服务
在日本业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自
2018年6月以来，川边健太郎就一
直担任这家互联网巨头的代表董事
和总裁职务。

川边健太郎 1974 年 10 月 19 日
出生于日本东京，毕业于青山学院
大学法学部。1996年在大学读书期
间，川边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
路，成为一家电脑公司的董事。
2000 年，由于雅虎日本公司和彼
得·艾姆公司的合并，川边凭借彼
得·艾姆公司董事的身份，正式进
入雅虎工作，先后担任雅虎新闻等
多个重要项目的负责人。

2009年雅虎日本宣布收购日本
宽带内容提供商 Usen （乌森） 旗
下网络视频网站 GYAO （歌谣），
由川边担任 GYAO 董事长一职。
任职 3年间，他凭借强大的个人能
力，使得每年亏损约 100亿日元的
GYAO，成功在2年内扭亏为盈。

依靠优秀的业绩和丰富的业内
经验，川边自 2012 年起先后就任
雅虎日本公司副社长、执行董事兼
媒体事业本部长等职务。2018年 4
月，他接替担任社长 6 年的宫坂
学，成为雅虎日本首席执行官，同
年6月担任公司董事长。

目前，雅虎日本除提供搜索、

新闻、电子邮件等服务外，还开展
网购、移动支付和拍卖等业务，是
日本移动支付的先行者，在日本拥
有约 5000 万用户。在成为该公司
的掌门人后，川边健太郎又完成了
一件震动日本互联网行业的大事。

2019 年，雅虎日本的运营公
司Z控股公司与日本社交应用巨头
LINE （连我） 宣布，双方已就合
并事宜达成基本一致，如获监管
机构批准，将于 2020 年 10 月前完
成合并。专家普遍认为，此举意
在通过整合资源、扩大规模、融
合服务、提升能力，打造“日本
版阿里巴巴”。对此，川边健太郎
功不可没。

作为一名业内大咖，川边也给
立志于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年轻人提
供了建议。他认为，和以前相比，
创业的成本正在急剧下降，另一方
面，加入壁垒也在降低。如果年青
人有极具竞争力的创意，现在就可
以马上创业。

川边表示，对于想和大家一起
解决问题并获得成就感的人，可以
考虑到雅虎这样的大企业就职。没
有人能想象自己的小发现会改变历
史，正如千年前的人不可能想象到
现代社会的样子。但正是那些小小
的发明和偶然的积累才开创了当今
时代。因此，人们必须要有发现问
题并努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图片来源于网络

川边健太郎：

解决问题才有成就感
海外网 吴 倩

服务农村促增长

年初以来，电商和物流行业为各地农产品销
售提供了重要帮助。同时，对乡村新业务的挖掘
也带动快递物流业迎来新的增长点。

百世快递在防疫期间推出“农品优行”助农
项目，为全国 30余个地区的农产品提供售卖渠道
和运输便利，收获了大量运输订单。该助农项目
收益已超4300万元。

5月以来，大批农产品集中上市，时令水果、
蔬菜、鲜花等需求旺盛，物流需求也随之激增。

德邦快递近日与南航签约樱桃业务包机项
目。为了让果农安心、消费者省心，德邦把快递
代收点开到果园内，通过定制水果标签、采用吸
水纸、保鲜冰袋等来保证果品新鲜，以包机、空
陆联运、陆运直发等方式大幅提升运输时效。面
对海南大量热带水果的寄递需求，中通快递开通
了海口直发上海、杭州、济南等近 20个城市的冷
链专线运输通道，助力当地果农和商家复工复产。

业内人士称，当前中国消费模式正加速转
型，疫情防控期间蓄积的大量消费需求在线上
释放，快递业发展的动能得到进一步增强。随
着快递网络覆盖率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不断优
化，末端投递方式日益多元，网络消费的体验
也大幅提升。

借力直播抢机遇

伴随直播带货风潮的兴起，今年“五一”期
间，电商直播场次和直播商品数量同比分别增长1
倍和4.7倍，促进了消费市场升温，也让快递物流
业受益。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预计 2020年中国直播电
商行业的总规模同比将翻一番，超过 9000 亿元，
将带来更大的快递需求。国家邮政局预计 2020年
快递业务量将超 740 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超 8690
亿元。

物流行业也在积极探索直播带货。中通快递
近日携手知名演员直播带货，助力地方特色农产
品的销售。此前，中通董事长赖梅松在中通云仓
现场直播，销售总额达1500万元。

京东物流通过开展直播带货，带动合作商家
订单量的增长。据统计，京东近日为烟台樱桃
做的 4 场直播，产出近 2 万单订单，交易额近百
万元。

而针对直播电商商家遇到的发货难、揽件慢
等问题，近日，中通快递特别推出了面向直播电
商的“五重保障”，从揽件、收货、供应链金
融、客服保障、物流追踪五个部分对服务质量作
出承诺，为直播电商保驾护航，提供更具针对性
的服务。

年中促销业务忙

多种多样的购物节点燃了消费热情，为经济
注入更多活力，也拉动快递业高速增长。

商务部、工信部、国家邮政局等日前联合举
办“双品网购节”，参加的平台及企业达 109 家，
不仅有“小而美”的网络品牌，也有中华老字
号、优质家电产品等，带动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
逾3800亿元。

为应对年中电商促销活动带来的物流高峰，
快递物流业“各显神通”，纷纷采取多种措施。

据顺丰速运相关负责人介绍，年中促销期间
单日业务量最大增幅超过150%，收件压力集中在
华东、华南等地区。该负责人表示：“为保障业务
高峰期的服务，顺丰通过智能仓储、智能终端、
智能语音、智能地图等科技手段，实施全流程智
能化管理和实时监控，提高运营效率与质量。同
时，顺丰还根据不同快件的时效需求分别搭建了
运营网络，实现差异化保障。”

为让消费者更早收到网购的产品，申通快递
推出年中促销预售极速达项目，从3月起就开始了
筹备。大促销期间，预售订单的下沉中心集中设
置在山东、河南、湖南、四川、重庆等地。据该
项目负责人透露，通过预售极速达，6月1日尾款
支付后的订单，次日达签收率可达到96%。

中国今年快递业务收入有望超8600亿元

年中快递业迎来小高峰
李 贞 周杨瑞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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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邮政局统计，5月中国快递业务

量完成73.8亿件，同比增长41%，快递业

务收入同比增长25%。快递业在疫情后期逆

势增长，业务量增速超 40%，创 2018年 2

月以来新高，快递业复工达产快于预计、

好于预期。有相关专家认为，时令农产品

集中上市、电商直播热潮以及年中促销活

动，是推动快递业务创新高的重要原因。

陕西西安的一处菜鸟驿站内，工作人员正在整理快递。 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电 商 直 播 正 火 ， 刷 单 、
数据造假等形成的“灰色产业
链”也开始入行。据调查，如
今互联网上暴露的直播刷单
方式五花八门：增粉100人只
要 8 元、“1288 赞+88 条真人
评论+10 万播放”只要 30 元
……更有甚者，仅靠一个刷
单软件，粉丝评论、销量甚
至发言的间隔时间，都可以
随意设置。刷单危害大，直
播平台如果放任此类造假业
务，电商直播发展前景堪忧。

刷单“灰色产业链”之所
以活跃，是因为有从业者热
衷于制造“虚假繁荣”：部
分网红主播通过购买刷单服
务虚构自己的人气和带货能
力，继而抬高身价以获取利
益；部分商家通过刷单美化
业绩，想通过数据吸引那些
从众的消费者；某些平台借
刷单提升用户活跃度。

“刷”出的“虚假繁荣”，
其实是在开电商直播行业的
倒车。就拿主播刷单来说，
不仅对平台上其他主播是一
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且对
其带货的商家、品牌方构成
欺诈。“主播刷单一时爽，商
家退货泪两行”，刷单导致的
退货常使商家利益受损、苦
不堪言。据报道，有主播找
商家要5万元出场费，然后转
头拿3万元刷单。而真人操作
刷单，就意味着要退货。这
样一来，商家还得收拾退货“烂摊子”。

值得关注的是，销量、评论造假会降低消费者
对于主播、商家乃至直播平台的信任，一旦对“直播
带货”产生反感并避而远之，会影响直播平台的商业
生态和发展空间。总而言之，刷单使直播信誉受
损，加剧带货泡沫化，让商家、消费者等陷入“迷
阵”，长此以往，整个行业都会陷入泥淖。

只有真实的数据才能带来健康的发展，千万别
让刷单“灰色产业链”毁了“直播带货”的前途。各电
商直播平台、主播和商家的诚信自律不可缺失，尤
其是平台，要切实履行相关责任，建立更为完善的
数据造假识别打击机制，从技术和规则层面进行双
重约束：采用技术手段对数据造假等各类作弊行为
进行实时拦截，同时对各类数据造假行为严厉处
罚，情节严重者建议永久封号。

有网络电商专家表示，网红直播“带货”本质
是电商，只要存在刷单、买好评等行为都是违法
的，在 《反不正当竞争法》 及 《电子商务法》 中是
明确禁止的。刷单造假损害市场信誉、破坏行业根
基，亟待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建立网上巡查机制和“直播带货”信用体系，形成常
态化的数据打假行动，挤干“注水”爆款，让电商
直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莫
让
刷
单
毁
了
直
播

李
雪
钦

莫
让
刷
单
毁
了
直
播

李
雪
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