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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迪出版物

““电商电商++直播直播””开启消费新模式开启消费新模式
本报记者 谷月

夜间经济点亮夜间经济点亮LEDLED产业产业

数据中心建设吹响集结号

近日，阿里云宣布未来 3 年投资

2000亿元，用于数据中心建设。腾讯火

速跟进 5000 亿元也重点投资数据中心

项目。新生代互联网公司快手宣布在乌

兰察布投建首个大数据中心，引起极大

关注。面对数据中心建设再次提速，很

多专家认为，数据中心建设谨防出现投

资过热，应科学评估后进行总量控制，重

建也要重用，确保可持续发展。

各地数字中心建设提速

赛迪顾问数据显示，到 2021 年，中

国大数据市场规模将达到 4920.3 亿元，

中南、华北、华东仍将是占比最大的区

域，合肥、福建、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和

北京等省市正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建设

步伐。

重庆市率先吹响新基建集结号，今

年4月首轮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集中

开工，启动“数据长城”西南地区行动计

划，建立西南地区政企协同数据要素资

源体系，以建设“智造重镇”“智慧名城”

为特色，新投建5个数据中心项目，总投

资超65亿元。

贵州省作为数据中心投建大省，紧

抓新基建新机遇，提出2020年基础设施

“六网会战”计划，完成投资 2200 亿元。

其中在互联网方面，贵州省计划完成投

资140亿元，建设中国·南方数据中心示

范基地。近几年，投建数据中心已成为

贵州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贵

州已有阿里巴巴、华为、腾讯、蚂蜂窝、苹

果等国内外公司在建以及建成的数据

中心。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也是数据中心投

建的热门地，与贵州并称“南贵北乌”。

乌兰察布市拥有火电、风电、太阳能等发

电方式且电价低廉，已吸引阿里巴巴、华

为、百度、快手等多个行业领军企业数据

中心入驻。对于乌兰察布来说，投建数

据中心将推动当地城市建设规划和本地

工程建设，加速城市发展，助力“草原云

谷”建设。

西部建设的脚步从来都不慢。本着

建设“数字西藏”的总体原则，为了解决

数据中心建设的现存问题，西藏自治区

开启了数据中心建设布局。今年 5 月，

拉萨市联合宁算科技投建新一代国际标

准云数据中心，也是全球海拔最高、西藏

最大的云计算数据中心，将服务仿真模

拟、高清视频处理等 5G 时代工业生产，

实现工业数据汇聚拉萨。

上海日前引来了 350 亿元的数据

中心产业投资，拟建设 1.5 万个机柜填

补缺口。此次投资由北京国信中数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牵头，该公司系国家信

息中心旗下投资管理平台，是国家大数

据战略实施和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枢

纽单位。

北京近期也出台了加快新基建建设

行动方案，针对数据中心建设，北京提出

要构建“城市大脑应用体系”，支持“算

力、算法、算量”建设，并加快实施自动驾

驶示范区车路协同信息化等基础设施建

设改造。

厂商纷纷抢占战略“要塞”

各地争相抢占新基建高地，各大企

业在数据中心这块“要塞”前更是短兵相

接。5 月，阿里巴巴旗下阿里云宣布未

来 3 年再投 2000 亿元，用于数据中心建

设。腾讯火速跟进5000亿元，宣布数据

中心为投资重点，在天津滨海高新区“画

圈”290亩土地，欲打造全国最大IDC数

据机房。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张一迪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生活节奏的加

快，夜间成为消费的“黄金时段”。商

务部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60%的消

费发生在夜间。夜间经济，即从当日

下午 6点到次日早上 6点发生的经济

文化活动，成为支撑经济增长、挖掘消

费力的主要场景。

近年来，全国几十个省市都出台

了促进夜间经济繁荣发展的相关政

策。近期，为鼓励灵活就业和百姓消

费，在夜间经济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了

“地摊经济”，成都市、郑州市、南京市、

青岛市等20余个地方也放开了“地摊

经济”。

完善夜间服务设施、打造多元化

都市夜游项目和夜间经济集聚区成

为各地方推动夜间经济的抓手，这些

都离不开城市灯光和广告大屏的辅

助，这也为LED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

LED显示企业主打夜间定制

夜间经济离不开灯光的辅助。人

们生活中夜间的经济活动都需要借助

灯光，经济活动强度越大，灯光亮度越

明显；基于此，有学者用夜间照明强度

反映该地区的夜间经济活动。同样，

发展夜间经济也离不开照明，离不开

LED产业的支撑，LED照明、LED显示屏、

LED 背光应用以及 LED 信号及指示都是

维护夜间经济生活秩序、营造夜间景色的

主要元素。

“地摊经济”提出后，五菱宏光因为

推出了一款“摆摊神车”而股价大涨，成

为夜间经济下第一批走红和收益的企

业。“走啊！练摊儿去！”地摊经济也激发

了从业者的创业热情。 （下转第2版）

与直播绑定成为头部电商平台争夺

市场蛋糕的利器。先是京东联袂快手，

后有苏宁连线抖音，巨头的结合不仅产

生了刺激消费的化学反应，更将处于风

口的直播推向了高潮。

直播从被奚落到被追捧

前不久，快手与京东达成深度战略

合作，双方将在快手小店的供应链能力

打造、品牌营销和数据能力共建等方面

展开深入合作，共同打造短视频直播电

商新生态。6月17日，苏宁易购宣布，苏

宁易购打造的明星天团将入驻抖音，开

设“超级买手”直播间，同时将合力打造

直播电商IP。

就在去年，直播电商还被人奚落为

手机版电视购物、云逛地摊货……如今，

两大传统电商平台却不约而同选择新兴

直播平台，协力打造直播电商 IP。短短

一年，直播已经成为最炙手可热的新零

售方式。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催化

剂之一。在线下消费受阻的情况下，直

播电商则凭借快捷、安全和强社交的特

点乘势而上。不仅有明星、企业老总纷

纷上阵，众多地方父母官也走进直播间

助力。比如董明珠 4 次直播带货 75 亿

元；京东超市在6·18期间将组织“百大县

长直播团”，向全国观众推线本地特产。

数据显示，从 2月到 5月，全网共进

行了400万场直播卖货。进入6月，每天

的直播数量超过20万场次。

传统电商联手新兴平台

京东和快手，苏宁易购与抖音的

合作可谓各取所需，但无一不剑指下

沉市场。

目前，传统电商在用户群体趋于稳

定的同时增速放缓，红利消退和引流成

本上升是不争的事实。与强势直播平台

嫁接，可以拓宽流量的边界，尽快实现流

量变现；而后者品控售后是短板，急需获

得更为可靠的供应链，从信息层下探到

交易层。两者取长补短，“电商+直播”

的新模式将带来强烈的化学反应。

奥维云网白电负责人赵梅梅分析

称：“直播平台有流量优势，电商平台有

资源和服务优势，双方的合作是优势互

补，这给消费者开拓了一种新的购物体

验方式。各取所需显然是促成主播、品

牌商和电商平台合作的主要原因。”

网经社电商服务中心网络零售部主

任莫岱青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对于快手、抖音等直播平台来

说，与京东、苏宁易购这样的优质电商平

台合作，可以弥补其供应链的短板，丰富

自身商品品类及质量，提升消费者信赖

度，从而使用户黏性与购买转化率得到

进一步提升。

对于传统电商来说，更大的诱惑在

于下沉市场。莫岱青分析称，传统电商

平台在一、二、三线城市的消费增长放

缓，亟须发展四、五线城市甚至农村用

户，但又面临获客成本太高的困难。传

统电商搭上直播的快车，有助于加速完

成对下沉市场的布局，并在直播电商新

场景上获得增益。例如，快手拥有 3 亿

日活用户，且主要分布在下沉市场，京东

接入快手，再加上拥有微信一级入口以

及京喜，能实现对下沉市场的基本覆

盖。这对京东无疑具有很大吸引力。苏

宁易购与抖音合作亦是如此。

直播电商将成主流消费模式？

在业内人士看来，直播电商与传统

电商的优势相叠加，能够产生“1＋1>2”

的效果。两者融合取长补短，未来直播

电商成为长期、主流的消费模式并非不

可能。 （下转第4版）

本报记者 王伟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4.4%（以下增加

值增速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增速较4月份

回升 0.5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5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上月增长 1.53%。1—5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下降2.8%。

分三大门类看，5 月份，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增速较4月份加快0.8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5.2%，

加快0.2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

长3.6%，加快3.4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5月份，41个大类行业中有30个行业增加

值保持同比增长。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7.3%，专用设备

制造业增长 16.4%，汽车制造业增长 12.2%，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2.5%，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增长6.8%，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增长10.8%，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4.0%。

（跃 文）

5月我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0.8%

本报讯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日前发布了 1—5

月我国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

从总体运行情况看，1—5 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

成 5741 亿元，同比增长 2.8%，增速同比提高 2.5 个百分

点，较 1—4 月增幅提高 0.5 个百分点。三家基础电信企

业实现固定通信业务收入1965亿元，同比增长12.2%，增

速较上年同期和1—4月提高1.9个和0.2个百分点，占电

信业务收入的比重为 34.2%；实现移动通信业务收入

3776亿元，同比下降1.5%。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完成固定

和移动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分别为977亿元和2652亿

元，同比增长9.2%和2.9%，增速较1—4月分别提高0.1个

和 0.2个百分点。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积极发展 IPTV、互

联网数据中心、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业务，

1—5 月共完成固定增值业务收入 732 亿元，同比增长

22.7%，增速较1—4月提高0.6个百分点。

从电信用户发展情况看，截至5月末，三家基础电信

企 业 的 移 动 电 话 用 户 总 数 达 15.92 亿 户 ，同 比 增 长

0.2%。截至 5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

带接入用户总数达 4.62亿户，同比增长 7%，比上年末净

增1253万户。截至5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蜂窝

物联网终端用户达10.97亿户，同比增长44%。手机上网

用 户 数 达 13.17 亿 户 ，对 移 动 电 话 用 户 的 渗 透 率 为

82.7%，较上年末提升0.5个百分点。

从电信业务使用情况看，移动互联网流量保持较快

增长，5 月 DOU 值超 10GB/户。1—5 月，移动互联网累

计流量达 611亿 GB，同比增长 35.2%；其中，通过手机上

网的流量达到590亿GB，同比增长31.1%，占移动互联网

总流量的96.6%。 （耀 文）

1—5月我国移动互联网
累计流量同比增长35.2%

本报讯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呼

叫中心业务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从加

强准入管理、加强码号管理、加强接入管理和加强经营行

为管理等四方面加强骚扰电话治理，保护用户合法权益。

在加强准入管理方面，《通知》要求经营呼叫中心业

务，须按规定取得经营许可，应当符合《电信业务分类目

录（2015 年版）》界定的业务形态，电信管理机构在许可

受理审批过程中，应当结合实地查验情况仔细甄别申请

者拟提供的业务形态。

在加强码号管理方面，《通知》指出，呼叫中心电信业

务接入号码原则上只开通呼入功能；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

在开通业务前，须按规定在“码号资源管理系统”如实备案

电信业务接入号码相关信息；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应使用

电信管理机构向其核配的电信业务接入号码提供服务。

在加强接入管理方面，《通知》提出，基础电信业务经

营者为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提供接入服务前，应当认真

核验信息；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应按照电信网码号资源

使用证书上注明的呼入呼出功能向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

提供接入服务；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严格落实真实

主叫鉴权等要求。

在加强经营行为管理方面，《通知》明确，呼叫中心

业务经营者应当健全内部管控机制，建立技术手段，严

格控制呼出，禁止拨打骚扰电话或为拨打骚扰电话提

供便利。 （布 轩）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
加强呼叫中心业务管理

图为配有图为配有360360度环形度环形LEDLED屏的表演现场屏的表演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