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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河北省工信厅运行监

测协调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1

到 7 月份，河北全省工业经济延续

了今年以来“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进中存压”的发展态势，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连续 6 个

月累计增速保持在7%以上。

1 到 7 月份河北全省工业生产

稳中趋缓，增速环比回落。1到7月

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7.7%，比去年同期高 4.7 个百

分点，比今年上半年回落0.4个百分

点，比全国高 1.9个百分点，排名全

国第11位。其中，7月份当月，全省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5.2%，比去年 7 月份高 3.3 个百分

点，比今年 6 月份低 5.2 个百分点，

比全国高0.4个百分点。

1 到 7 月份河北工业用电总体

平稳，增速较上月略有下滑。1到7

月份，全省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4.7%，比去年同期高 3.2 个百分点，

比上半年低 0.3 个百分点。其中，7

月 份 当 月 工 业 用 电 量 同 比 增 长

3.2%，比去年 7 月份低 0.6 个百分

点，比今年6月份低3.5个百分点。

1 到 7 月份河北工业和技改投

资持续低位运行，增速同比、环比均

呈回落态势。1到7月份，全省工业

投资和技改投资分别同比增长 0%

和 4.9%，分别比去年同期低 10.4 个

百分点和 12.2 个百分点，分别比今

年上半年低0.2个百分点和0.5个百

分点。

1 到 7 月份河北装备制造业继

续保持较快增长，1 到 7 月份增加

值同比增长 11.7%。其中，7 月当

月增加值同比增长 10.7%，对全省

当月增长贡献率为 38.5%。八大细

分行业全部实现正增长，其中，对

全省贡献较大的分别是汽车制造

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汽车

制造业逆市而上（全国汽车产销量

分别同比增长-13.5%和-11.4%），

1到7月份同比增长15.8%，北汽现

代第四工厂、张家口凯悦大部件等

去年新入统企业持续贡献，长城汽

车 （保定） 加强内部整合，当月产

值同比增长 24.6%。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在美国取消太阳能组件进

口产品 25％关税的利好带动下，1

到 7 月份同比增长 14.7%，晶龙集

团、光为绿色能源等企业当月产值

大幅增长。

8 月 22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新

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

库就近期网络热议的 4G 降速问题

接受央媒集体采访时指出，工业和

信息化部之前从未、将来也不会要

求相关运营商降低或限制 4G 网络

速率。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加

强对运营商的监管，切实维护广大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监测数据显示

4G网络速率持续稳步提升

闻库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推动信息通信产业健康发展，致力

于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信息通信

服务。当前社会各界非常关注 4G

网络速率。前期，工业和信息化部

指导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搭建了覆

盖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监测平

台，通过技术手段监测 4G 网络速

率，目前每季度监测样本数已超过

7100万。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全

国4G平均下载速率持续稳步提升，

2019年7月达23.78Mbps，整体上未

出现速率明显下降的情况。

受制多种因素

4G网络速率会存在波动

“用户4G网络体验速率受多种

因素影响。”闻库表示，从技术角度

看，4G 网络属于共享网络，接入同

一基站的所有用户共享该基站的带

宽资源，不存在单个用户始终独占

特定带宽和速率的情况，用户速率

会在一个区间内波动。

从用户数角度看，随着 2G/3G

用户加速向4G迁移，截至2019年7

月，我国 4G 用户数达 12.4 亿，占移

动电话用户的 78.3%，尤其在演唱

会、火车站等用户密集区，可能存在

用户数过多造成暂时体验速率下降

的情况。

此外，网站访问量过大造成阻

塞、“达量限速”套餐流量使用达到

了限速阈值、个别地方网络维护改

造等原因也会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

影响用户体验速率。

三大举措应对网络压力

确保4G更快更稳定

闻库坦承，大流量套餐的普及

给 4G 网络带来了较大压力。近年

来，视频类业务快速发展，运营商相

继推出了大流量套餐来吸引用户，

进一步释放了用户流量需求。统计

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户均移动互

联网接入流量（DOU）为 4.42GB，

而今年 7 月 DOU 已达 8.33GB，增

长近 1 倍，给 4G 网络带来了较大

压力。

对此，闻库表示，工业和信息化

部将从三方面入手，推动移动网络

扩容升级，让用户切实感受到网速

更快更稳定。

一是持续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工

作。2019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资委印发了《关于开展深入推进

宽带网络提速降费、支撑经济高质

量发展 2019 专项行动的通知》，针

对地铁、学校、医院、大型场馆等流

量热点区域和覆盖薄弱地区，进一

步完善 4G 网络覆盖。深化电信普

遍服务试点，支持农村及偏远地区

4G基站建设，提前实现全国98%的

行政村4G覆盖。截至2019年7月，

我国 4G 基站规模已经超过了 456

万，网络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二是指导运营商积极开展网络

扩容升级。面对移动互联网业务快

速发展对4G网络带来的巨大压力，

运营商积极推进新技术应用，通过

引入载波聚合、3D-MIMO 等新技

术来提升网络容量。同时，加快内

容分发网络（CDN）向网络边缘延

伸，实现互联网信息源的就近访问，

改善用户上网体验。

三是统筹推动4G和5G协同发

展。目前，5G网络建设发展刚刚起

步，建成覆盖全国的5G网络还需要

数年时间，4G作为移动通信网络的

重要组成将与5G网络长期并存，不

存在建了 5G 就拆除 4G 或限制 4G

速率的必要性。工业和信息化部在

利用 5G 高速率大带宽的特性疏导

4G网络流量的同时，也在持续做好

4G 的运维和改造，双管齐下，保障

用户使用体验。

2018年7月—2019年7月河北省工业投资、技改投资增速

工业和信息化部回应“网传4G降速”

从未要求运营商降速
三大举措确保4G更快更稳定

金山WPS：自主创新的
关键是“技术领先成熟好用”

1到7月份河北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

河北省工信厅运行监测协调局

本报讯 近日，为进一步协同

推进 5G 基站部署和相关广播电视

卫星地球站干扰保护工作，保障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广

播电视安全播出，贯彻落实5G基站

与卫星地球站等无线电台（站）干扰

协调相关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办

公厅、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联

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

卫星地球站干扰保护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就继续做好广

播电视卫星地球站保护工作进行专

项部署。

《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各单位在

广播电视卫星地球站保护工作中的

职责，要求各相关单位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广播电视

卫星地球站干扰保护工作的重要

性，建立省级5G基站与广播电视卫

星地球站统一协调机制，明确统一

协调具体工作流程和应急处置机

制，加速推进广播电视卫星地球站，

特别是涉及安全播出的重要卫星地

球站的技术改造和干扰保护工作。

两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卫星地球站干扰保护工作的通知

利用人工智能驱动办公产品

功能和体验升级、凭借 WPS+云

办公打造企业一站式办公文档与

协作解决方案、打造 WPS Office

2019 for Linux 全面支持国产办公

生态落地、布局数字中国和智慧政

务建设……

上述所有围绕“自主创新”的突

破与成就，均出自金山办公之手。事

实上，过去 31 年，作为一家源自中

国的科技公司，如果说让外界不断

看到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问世，是

金山办公持续迭代优化的面子，那

么坚决用自主科技创新去满足不同

类型用户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办公需

求，则是金山办公始终如一的里子。

自主创新就是做
“成熟好用的产品”

近些年，基础软件的自主创新

备受瞩目。具体到办公领域，金山

办公一直积极投身其中，深入前线

发现用户的难处和痛点，坚持做“技

术领先、成熟好用”、经得起市场化

验证的好产品。通过对产品、技术、

生态合作、客户服务和售后五个方

面的建设，金山办公为我国办公软

件未来实现全面自主创新做好了充

足准备。

2019年4月，WPS Office 2019

for Linux 版正式上线，新版本可

以 确 保 用 户 在 Linux 环 境 下 与

Windows环境下操作习惯和使用体

验一致，并借助云办公服务轻松实

现数据迁移和多端协同办公。除了

整体启动速度更快，文字、表格、演

示三个组件的基础功能的性能同

样得到了整体优化。值得一提的

是，新版本增加了基于中国本土用

户的 150 多项特色创新功能，其发

布成为国产办公软件从行业跟随者

向引领者转变的关键一步，对增强

国产办公软件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

的意义。

产品领先的背后，是金山办公

多年持续发力技术研发。据悉，

WPS Office for Linux 版 本 与 在

Windows平台的业务逻辑代码同源，

实现了双线良性互补。由于 WPS

在 Windows 平台的系统集成已经

通过众多企业系统的测试，技术实

用性和稳定性极强，所以其领先经

验能够给软件创新发展提供坚强的

技术保障。此外，通过持续发力和

布局AI领域，金山办公致力于把全

球最先进的科技前沿技术引入软件

创新工作中来，推动智能化办公，在

文本校对、机器翻译、甚至智能写作

方面为用户提供更多的帮助。

建设办公应用生态链
WPS成Linux生态链“度量尺”

作为最常见、使用最频繁的办

公应用软件之一，WPS 持续发力

办公软件生态建设。从 2014 年至

今，金山办公不断加强产业生态合

作，先后与龙芯、飞腾、兆芯、华

为等 CPU，中标麒麟、银河麒麟

等操作系统，福昕、数科等版式软

件，以及打印机、签章、电子公文

系统等软硬件厂商进行多次产品底

层优化和产品互测，并出具互认证

文件，全面提升产品的易用性和可

靠性。业界专家指出，从整个办公

产业链生态来看，WPS 作为最基

础的应用型软件，事实上已成为检

测整个 Linux生态链创新能力和使

用体验的一把度量尺。

除了生态合作，过去多年累积

的客户服务经验，让金山办公更懂

“中文办公”。通过与用户长期交流

沟通，金山办公对于中国办公群体

的办公软件使用习惯十分熟悉，有

能力持续为服务的客户输出定制办

公模板、提供快捷技巧操作培训，优

化办公业务系统集成、保障企业文

档安全管控、提升企业内部多端多

协同，打造“中国特色”办公应用。

技术强大和覆盖全面的售后服

务，是金山办公的另一大优势。聚

焦产业研发与售后，金山办公先后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成

都、西安、珠海建立了八大技术服务

中心，技术服务人员从2014年的30

人扩充到现今的 300 余人，授权服

务商覆盖了全国31个省份，客户服

务中心400热线提供24小时全时服

务，第一时间为用户解决问题，共同

为应用创新项目保驾护航。

发力未来办公
云、AI让办公更领先

过去31年来，技术基因一直在

帮助WPS成长和蜕变，也帮助WPS

在面临挑战甚至失败时能够不忘初

心以致凤凰涅槃越走越远。而围绕

云办公、人工智能等方向的技术布

局和研究成果，使得金山办公正处

于一个强劲上升的状态。

目前，在备受关注的政企市场，

金山办公的众多产品和服务已在政

府、金融、能源、航空等多个领域得

到广泛应用。以政府部门为例，公

司业务已覆盖30多个省市自治区政

府、400多个市县级政府，政府采购

率超过90%；在企业市场，公司服务

世界500强中57.5%的中国企业，在

央企中市场占有率达 84.5%，服务

91.7%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正如金山办公CEO葛珂所说：

“通过提供以‘以云服务为基础，多

屏、内容为辅助，AI赋能所有产品’

为代表的未来办公新方式，金山办

公希望不论是企业客户还是普通

人，都能通过我们的产品实现简单

创作、美好生活。”

（上接第1版）
山东四维卓识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磊在接受《中国电子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不仅仅是在湖北鄂

州，在四川的天府机场、新疆的吐鲁

番大河沿水库大坝等众多基础设施

施工现场，都有无人驾驶的碾压机在

风雨无阻加班加点干活的“身影”。

除了在机场、铁路、水利大坝等

基础设施的施工现场，无人驾驶的

碾压机挥舞“铁滚筒”碾压，在农村

同样有许多无人驾驶收割机在忙

碌。今年5月，在山东济宁嘉祥的金

黄色麦浪里，雷沃谷神收割机正在

雷沃阿波斯集团工作人员的遥控指

挥下，自动收割作业，无人驾驶收割

机收割完毕后，无人驾驶雷沃欧豹

拖拉机又牵引旋耕机对收割完的地

块进行耕整作业，随后，安装了自动

导航驾驶系统的阿波斯拖拉机牵引

播种机将玉米种播下，在卫星导航

的指引下，按照既定路线实现自动

作业。

不仅是在山东，事实上雷沃农

机 导 航 及 自 动 驾 驶 作 业 系 统 从

2016年就开始批量投放新疆市场，

连年实现了翻番增长。新疆地域辽

阔，田园广袤，有很大的市场需求，

是应用农机导航及自动驾驶作业系

统的理想市场。

雷沃农机是 2010 年前后开始

意识到农机导航系统及自动作业系

统未来有很大机会，开始进行相关

的研发以及实验验证，然后不断完

善。就像刘磊所言，这些自动施工、

自动收割、自动播种系统与高精度

导航系统结合，最大的好处是提升

质量、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雷沃的

自动导航系统用于播种作业，土地

的利用率至少提高0.5%～1%，棉花

的采净率提高 2%~3%，使用导航系

统引导农田覆膜作业，能使残膜回

收率提高 8%~10%，累计每亩增加

收入 60~90 元，自动导航系统不受

光线、昼夜的限制，速度快，至少提

高作业效率20%。

除了农机应用，无人驾驶在物流

行业也开始普及。2017年3月，广州

白云机场开始启用无人驾驶电动物

流拖车进行行李货物的运送，驭势科

技提供的无人电动物流拖车，即Au-

tonomous Electric Tractor（简 称

AET），配备多种传感器，可以360°

探测和感知周围的环境情况，并按照

指定的区域和路线，在场景内自主驾

驶并完成行李货物的运送。

数据显示，我国物流行业规模

为12万亿元，占GDP的16%。目前，

有 500 万辆大货车用于 500 公里半

径的干线运输；1000万辆货车用于

50 公里半径区域运输；而在 5 公里

半径的毛细物流领域，则有3000万

辆微型车、三轮和两轮车在为电商

物流和外卖市场服务。

到目前为止，包括阿里巴巴、京

东等都发布了无人驾驶的智慧物流

车，目标是打通城市物流的“毛细血

管”。截至目前，京东物流末端配送机

器人已经在北京、西安、雄安等全国

20多个城市实现了常态化运营，在长

沙和呼和浩特同步创立了全球首个

机器人智能配送站。“随着配送机器

人智能配送站示范效应的逐步放大，

京东物流将开创全国‘最后一公里’

物流配送崭新模式，用无人科技拓展

出更加广阔的服务空间，让更多消费

者享受京东智能物流带来的全新生

活方式。”京东物流X事业部自动驾

驶中心运营总监刘向东说。

每当我们提及无人驾驶、谈及无

人车，大家的眼光往往是紧盯着L4/

L5的开放道路高速无人驾驶的这些

“理想目标”，而这样的目标至少要10

年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就像驭势科技

创始人兼CEO吴甘沙在接受《中国

电子报》记者采访时所说，这是一个

长期目标，我们不能只盯着一个目标

来“十年磨一剑”，而事实上在工厂、

农场、园区、郊区、矿山等很多应用场

景都需要智能驾驶来助力，这里有刚

需、有购买力，需要自动驾驶、人工智

能等各个领域企业参与进来，破解这

些行业难题，让这些技术尽快赋能传

统产业的升级。

如何找到可落地的无人驾驶应

用场景？吴甘沙认为需要考量三个问

题。其一是否真的解决了客户的痛

点，是否真的贴近了需求。其二是否

能够无人化。比如在矿区，在潮湿、粉

尘等恶劣条件下，设备的抗湿、抗尘

能力等。三是成本问题。如果成本非

常高，无法承受，那么还不如请一个

人或雇佣一个人来得合算。

赛迪顾问人工智能产业研究中

心高级分析师李振此前在接受《中

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机

场、园区等封闭环境的专用车辆应

用，在港口集装箱等短时间固定区

域运输等，需求和场景大量存在，最

大的优势在于减少人力成本与时间

成本，同时还可以减少人为操作风

险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在危险矿区，

山区等区域还可以减少人员的人身

安全问题。

李振进一步表示，事实上，多场

景应用是技术成熟度最直接的表现

方式，同时预示着自动驾驶的广阔

市场发展前景与多元化应用领域，

而且是对技术进步与相关法规进行

完善的一种直接推动方式。

“2019 年中国无人驾驶市场规

模大概在 720 亿元左右，随着技术

的不断成熟和法规的不断完善，该

技术的衍生应用场景市场将呈现高

速增长态势。”李振说。

本报讯 福建省统计局日前公

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福建省规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实 际 增 长

8.2%；1—7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8.5%。

分三大门类看，7月份，采矿业

增加值同比下降 4.7%，制造业增长

8.8%，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增长1.7%。

分经济类型看，7月份，国有控

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集体

企业下降 9.5%，股份制企业增长

10.3%，外商及我国港澳台商投资企

业增长3.8%。

分行业看，7月份，38个大类行

业中有 31 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

6.9%，纺织业增长 6.4%，纺织服装、

服饰业增长 5.0%，皮革、毛皮、羽毛

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增长 6.2%，石油

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增长

3.0%，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增长 1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

9.8%，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增长 19.8%，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增长 34.4%，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7.6%，电

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0.8%。

7 月份，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

为 97.53%，比上年同期下降 0.3 个

百分点。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

754.88亿元，同比增长5.9%。

7月份福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