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式创新引领4K内容生产渐入佳境
——中国超高清视频（4K）产业系列报道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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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正加速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作

为融合的产物和载体，工业互联网

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历史机遇和技术条件。加快

发展工业互联网，对于增强实体经

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

义。”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

席兼 CEO 马化腾向《中国电子报》

表示。

自去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关

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

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以来，工

业互联网在业界讨论的热度一直

在升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

出，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发展工业互

联网平台，创建“中国制造 2025”示

范区。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制

造业的提质增效对于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而言意义重大。通过现场采

访，记者深刻感受到，工业互联网已

成为新工业革命的关键支撑和深化

“互联网+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

石，中国特色的工业互联网，将成为

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加

速器。 （下转第5版）

苗圩做客央视《部长之声》
畅谈5G通信、无人驾驶、人工智能等热点话题

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
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表示，格力
电器将坚持走自主创新实现先
进制造业之路，而格力自主研发
的数控机床、机器人已经投入
试产。

在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路径
上，董明珠表示，有些选择合资方
式，有些企业选择引进技术方式，
有些选择引进人才方式等，来改
变企业现状。格力与它们都不
同，我们将继续坚持自主研发技
术、自主培养人才的路径。

董明珠透露，格力现在有庞
大的研发队伍，拥有1.2万名研发
人员、十几个研究院、几十个研究
所。坚持自主创新，是因为格力
不仅仅看到企业眼下发展的需
要，还看到国家增强实力的需
要。从消费升级方面看，消费者
期望有更多高品质的产品。过去
格力坚持自主研发空调，现在格
力还要自主研发数控机床、机器
人，为民用消费品的生产提供精
良的设备，以满足高品质民用产
品的生产需求。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经信
委党组书记张耕表示，当今世界，
数字经济已进入全面渗透、跨界
融合、加速创新、引领发展的新阶
段，已成为全球经济的焦点。“数
字中国”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政
府工作报告也提及这一内容，充
分表明了我们发展数字经济、拥
抱数字浪潮的决心。

张耕指出，去年年底召开的
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
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来抓。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浙江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这主要体现
在数字产业和数字技术的加速发
展，以及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
全面深化，正逐步推动浙江自主

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产业结构加
快调整、生产组织方式加速变革、
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可以
说，发展数字经济是实现浙江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

张耕认为，从产业经济的角
度讲，发展数字经济的核心可概
括为两句话，就是产业经济数字
化，数字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
的数字化，就是以传统产业的数
字化应用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推
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数字经济
产业化就是要大力发展以数字经
济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加快培育
发展新动能。着力点是，以产业
数字化转型为重点，推进传统产
业改造提升。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经信委党组书记张耕

以数字经济牵引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

走自主创新之路发展先进制造业

工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制造强国建设加速器制造强国建设加速器

一年一度的两会，全国精英汇
聚，每一场代表、委员的小组讨论
会都是思想盛宴。经济、科技、制
度、文化、民生等各个维度涉及国
家发展的问题，在小组讨论会上都
能听到精辟的分析和论述。作为常
年跑科技口的记者，自然对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的科技关键词更感
兴趣。

发力实体经济继续成为政府

工 作 报 告 的 主 旋 律 。 报 告 提
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
在实体经济上。制造业是实体
经 济 非 常 重 要 的 部 分 ， 近 年
来，我国制造业一直处于结构
调整深水区、新旧动能接续转
换期，一些工业企业在无效供给
和市场需求间寻找解决办法。国
家提出，一方面要以新技术、新
业态、新模式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另一方面，要强调品质，全
面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动高

质量发展。
其实，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

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一直以来都
是大命题。今天，支付宝、微信
已经享誉国内外，连外国人到中
国体验之后都连连说好，羡慕中
国人有如此便捷的支付方式和
聊天方式。电子商务平台同样取
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电商领域
运用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新技术一天一个新进阶，效果
显著。 （下转第3版）

信息技术给实体经济带来智慧之光

闵杰

两会随笔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委副书
记、省长谌贻琴表示，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必由之路。贵州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把发展经济的着力
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着力做好“加
减乘除”法，“加”足动能，“减”轻
负担，“乘”上快车，“除”掉包袱。

加法，是以实施“双千工程”
为抓手增添发展动能。“双千工
程”就是“千企改造”和“千企引
进”。在招商中，始终坚持多彩贵
州、拒绝污染。

减法，是以降成本为重点减
轻企业负担。这些年来，贵州把

降电价作为降低工业成本的“牛
鼻子”。今年，将进一步降低融
资、物流、用电、制度性交易等成
本，进一步清理规范各类涉企经
营服务性收费，再为企业降低各
类成本400亿元。

乘法，是通过大数据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推动跨越发展。贵
州把大数据发展重点放在与实体
经济的深度融合上，围绕智能化
升级，全力实施“万企融合”大行
动，引导各领域各行业的实体经
济企业融合升级。

除法，是通过国有企业战略
性重组释放改革红利。

应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
上海提出过四个“新作为”的要
求。实现新作为，关键要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着力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
机制，努力在高质量发展上走在
全国前列。

应勇表示，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充分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关键
一招，推进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
入、工作再抓实，勇当全国改革开
放排头兵。要牢牢抓住“三区一
堡”“三个联动”载体，高质量建设
自贸试验区。举全市之力办好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推进新一轮
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深化“放
管服”改革，深入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
应勇认为，必须坚持创新为

第一动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推动创新要素自由流动
和聚集，使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动能。必须把发展经济的
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率先实
现制造业高端发展、创新发展、转
型发展，加快建设现代服务业为
主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
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
系。必须始终紧扣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个根本目
的，不断提高就业、社会保障、养
老等服务水平和质量，像绣花一
样精细管理城市，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福
祉互促共进。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

用高质量发展实现新作为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谌贻琴

让“加减乘除”助力实体经济

相比 4K 电视发展的一直风生

水起，4K 内容的发展似乎有点慢

热，甚至有点拖了 4K 电视普及的

后腿。但从 2017 年开始，4K 内容

的发展似乎渐入佳境。

4K内容缺乏是普遍性的

内容的匮乏一直被业界认为是

4K 产业发展的拦路虎之一。2015

年国内4K市场内容需求约为3万小

时，但实际可供用户欣赏的内容还不

到300小时，国际范围内也仅有30部

左右的好莱坞电影支持4K技术。如

何解决买了 4K 电视却没有 4K 内容

的尴尬，成为继续推进 4K 产业发展

的重要一环。

“4K 内容的缺乏是普遍性的，

世界各地都一样。”4K 花园创始人、

董事长吴懿对《中国电子报》记者

说。在他看来，造成 4K 内容匮乏的

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终端的显示设

备前几年不够普及，直到 2017 年年

底4K电视市场渗透率才将近六成；

二是之前的带宽不足以支持 4K 内

容播放，以前全国平均带宽低于

10MB/s，远不能达到播放4K内容所

需；三是 4K 内容商业链还未建立，

4K内容生产耗时耗力，资金投入较

大，却没有响应的利益回报，因此无

法吸引更多内容制作商加入4K内容

生产。

吴懿认为，由于以上原因，使得

早期的 4K内容仅仅用于 4K电视效

果的展示，而不是被消费成影视文

化商品。

由于真 4K 内容的匮乏，4K 电

视成为“空壳”。为解燃眉之急，

一些“伪 4K 片源”，如 2.5K 甚至

1080p 的内容片源被贴上 4K 的标

签，霸屏 4K电视荧幕。对于 4K内

容的“李鬼”，4K 花园 COO 李泓

冰曾公开表示，伪 4K 内容不仅会

带给消费者较差的用户体验，还会

扰乱4K内容市场的健康运行。

（下转第7版）

本报记者 王伟

2018 年两会期间，工业和信息

化部部长苗圩接受央视新闻新媒

体栏目《部长之声》专访，就 5G 通

信、无人驾驶、人工智能等热点问

题回答了记者提问。以下为访谈

实录：

中国已经着手

研究6G

记者：5G 被越来越多地谈起，
国际上每个国家都在发展这个，把
它当成一个战略性的发展目标，为
什么？

苗圩：这个 G 就是一代一代的

意思，4G 完了以后还有 5G。去年

年底还是今年年初，我们已经开始

着手研究6G的发展，也就是第六代

移动通信。

记者：5G还没有开始使用就研
究6G，为什么？

苗圩：因为随着移动通信使用领

域的扩大，除了解决人和人之间的无

线通信、无线上网的问题之外，还要

解决物和物之间、物和人之间的这种

联系，也就是物联网概念。

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

需要5G网络

记者：不再简简单单是人与人之
间的联系了，还有人与物，甚至物与
物之间的联系。

苗圩：到 5G 时代，这个时延的

标准，已经从秒进入到毫秒级，也就

是时延低于 1 毫秒，这是人根本就

察觉不到的。比如说无人驾驶汽车、

无人机的操控，那可是差之毫厘，谬

以千里，1毫秒的时延就有可能导致

车毁人亡，这个时候，就需要有这种

高带宽、低时延、广覆盖的 5G 时代

的网络。

记者：作为普通的使用者，刚才
您说到的物联网会带来什么？

苗圩：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

热议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驾驶汽车

除了有传感器来感受各方面的信息

之外，它还要建立车和车之间、车

和路之间的信息联系。这个车如果

卡顿一下，突然没有了信号，那它

乱跑了，该刹车的时候停不住，该

转弯的时候它还直着走，那这个后

果就会非常严重了。所以这方面对

网络高可靠、低时延、宽带宽、广

覆盖等要求是非常高的。

无人驾驶汽车真正上路

还有较长时间

记者：无人驾驶汽车什么时候
能用上？

苗圩：我认为这个还得有一个

比较长的时间，比如说八到十年。

驾驶的安全性是我们优先要考

虑的方面，如果无人驾驶汽车整天

出事故，我想这个技术根本就没办

法推广，也没人敢用，所以安全性是

应该第一位考虑的。当然对人的取

代，别说无人驾驶了，比这个更迫切

的是机器人对工人的取代。我觉得

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所以对

于我们的这些职工来说，要适应这

种转变。

记者：您愿不愿意去尝试一下
无人驾驶汽车？

苗圩：我是会开车的，开车也

有一种驾驶的乐趣。如果在不忙

的情况下，如果在自己很想开车的

情况下，我会选择自己开车。但是

如果在很疲乏的情况下，我会很愿

意率先使用无人驾驶的汽车。因

为前面我讲到了，我是相信车的安

全性要高于人驾驶的安全性的，这

个要作为前提。

（下转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