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走出去 奶运回来
———中俄探索农牧业合作新模式

■ 石昊 刘洋 李勇

雨过天晴，刘俭峰的牛犊又撒起了欢儿，

挤出围栏“哞哞”叫着跑向不远处吃草的同

伴。

盛夏时节，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广袤肥沃

的黑土地已披上无垠的“绿毯”。云海低垂，几

百头奶牛在这里一边晒着“日光浴”，一边大

快朵颐。

滨海边疆区是优质的农牧业产区。2015
年，中国中鼎联合牧业有限公司（中鼎牧业）

买下位于乌苏里斯克市的一家农场，农场负

责人刘俭峰和同事们修葺房舍，新建仓库，开

始种植玉米、大豆，养猪养牛。如今农场占地

超过 6000 公顷，饲养着 900 多头牛和 2000
多头猪。

中企到来让老农场焕发生机，目前有 70
余名俄罗斯员工。伊琳娜·别拉什告诉记者，

她之前在农场担任会计，农场 2012 年倒闭后

失去了收入，生活一度十分拮据，现今再次成

为农场会计，生活大幅改善。

别拉什盼着农场规模扩大，“我相信生活

会越来越好”。

农场每年向附近小学捐款用于改善学校

教学条件，同时还帮助改造社区医院，向村里

生病老人赠送牛奶……

连同其他几家农场，中鼎牧业在滨海边

疆区的农场总面积已达 2万公顷。此外，今年

6 月，中鼎牧业与俄罗斯系统投资公司签署

协议共同投资，将其在俄农场面积扩大至 10
万公顷，并从中国引进约 5 万头泌乳牛，日产

原奶 1500 吨。

在中鼎牧业对俄贸易部总经理树永看

来，俄罗斯土地和人工成本相对较低；中国乳

制品生产加工技术先进。双方优势互补，合作

潜力巨大。“国外种养，国内加工”的新模式可

将质优价廉的原奶源源不断运回中国。

2018 年 11 月，中俄两国在北京正式签

署《关于中俄乳品双向贸易的兽医和公共卫

生条件议定书》。为了在今年 9 月前将第一批

原奶从俄罗斯运回国内，树永这几天忙得不

可开交。

据介绍，目前整个滨海边疆区仅有 1 万

余头泌乳牛。随着中资企业扩大种养规模，预

计俄罗斯整个远东地区乳制品生产能力将大

大增强，农场周围将逐渐形成工业小镇，创造

就业并带动当地相关产业升级。

滨海边疆区第一副行政长官薇拉·谢尔

比纳对记者说，2018 年滨海边疆区对华贸易

占其外贸总额的比例超过一半，食品和农业

原料是俄方重要的出口商品。她期待滨海边

疆区与中国进一步开展互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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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 王雨萧 周蕊

每小时，百姓花费超过 45 亿元用于购物

和餐饮消费，快递企业处理超过 615 万件快

件……这些 1 小时数据，是中国庞大消费市

场活力的真实写照。

近日，新华社记者奔赴多地调研，感受中

国消费的活力与潜力。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

“主引擎”，中国消费市场巨大，活力凸显，潜

力无限，成为中国应对外部挑战和迈向高质

量发展的深厚底气。

活力旺

微波炉玻璃碗、带盖玻璃水杯……在安

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

者看到生产线上，一只只晶莹剔透的玻璃器

皿有序流转。

这些看似普通的玻璃器皿身上，有一些

“不寻常”的新元素：耐高温、高强度……部分

产品耐热温度达 130 摄氏度，强度是普通玻

璃的数倍。

面对放缓的外需压力，这家出口占近三

成的企业，在加大国内市场开拓中嗅到商机。

借助拼多多网站大数据和销售平台，定制化

产品产量增加了 5 至 6 倍，部分产品月销量

达几十万只。

“互联网定制化产品打开了新的消费群

体，给我们带来无限可能。”德力高级副总裁

程英岭说。

国际环境风起云涌，国内消费成为托举

经济大盘的重要力量。巨大的机遇，不仅中国

企业看好，也得到外国企业青睐———

上海陆家嘴，老佛爷百货。时尚产品、法

式面包店和餐厅、“快闪店”等互动体验……

在这家今年 3 月份开业的百货店里，记者感

受消费热情。

这是法国老佛爷百货在中国开设的第二

家门店。“我们正在扩大全球业务版图，而中

国市场是关键。”老佛爷百货首席执行官欧宁

说，未来几年老佛爷会进入更多中国城市，这

里有望成为继法国后第二大市场。

中国市场消费力量到底有多大？各种购

物数据中可见一斑———

“粽”览消费。今年端午前后，数亿只粽子

被消费者一扫而光；

“618”购物节期间，京东平台累计下单金

额 2015 亿元；天猫 110 多家品牌成交额过亿

元；网易考拉用 101 分钟便突破去年“618”首
日全天销售额……

一个个“购物车”拼成了一张亮丽消费成

绩单：1 至 5 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1332 亿元，同比增长 8.1%，5 月份社零总额

增速比 4 月份快 1.4 个百分点，6 月有望继续

平稳回升。

“总体看，我国拥有近 14 亿人口的大市

场，中等收入群体达到 4 亿人左右，各种消费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消费市场潜力大、

韧性强、活力足、成长性好。”商务部市场运行

司副司长王斌说。

动力足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一些城市商圈

里，热闹才刚开始。深夜市集、夜间剧场、VR
游戏……因消费多元需求，“夜间经济”应运

而生。

日前，北京提出繁荣夜间经济的 13 条举

措，将在 2021 年底打造一批“夜京城”地标、

商圈和生活圈。不少城市也在“培育夜经济”

方面纷纷出招。

特色小店建设正当其时。最新出炉的

2019 大众点评上海特色小店攻略榜单上，上

海 1400 多家特色小店上榜，根据不同用户兴

趣，为消费者推荐心仪小店。

无论是夜间经济示范区，还是特色小店，

既是个性需求的延伸，也是消费升级的体现。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文章曾评价中国消

费是“光”“影”交错，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人

的消费动向。

这种“光”和“影”，一定程度上来自消费

升级释放的能量。

服务消费方兴未艾，为消费注入新鲜活

力———

动动手指，预约旅游、体检、美容项目

……如今，除了买商品，买服务已经成为多数

人消费菜单里的“必选项”。

今年“618”期间，京东互联网医院在线问

诊量同比增长 36.2 倍，心理咨询类服务成交

额同比增长 9.3 倍。

在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六成的背

景下，服务消费几乎占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

“半壁江山”，成为撬动消费升级的重要杠杆。

新技术层出不穷，为消费注入强劲动

能———

不久前，苏宁易购联手中国联通打造的

5G 体验店，在上海正式向公众开放。使用 5G
手机，观看 5G垣8K 电视，尝试 5G 高速下云办

公、云游戏……在店里，记者感受到高科技带

来的不一般体验。

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2020 至

2025 年间，5G 商用将直接带动信息消费 8.2
万亿元。其中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终端产

品的升级换代将释放 4.3 万亿元信息消费空

间。

在苏宁易购集团副董事长孙为民看来，

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智慧型

零售已成为商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将成为

拉动消费的重要抓手。

潜力大

观察消费潜力，农村消费无疑是一个重

要窗口。

智能语音控制的扫地机器人、千元跑步

机……这些“价格不菲”的产品成为越来越多

“小镇青年”的选择。

部分电商平台大数据分析，2019 年上半

年，中国县域及农村地区，线上新用户数和消

费量增长最快，呈现出勃勃生机。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

赵萍说，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不断缩小，中等收入群体蕴藏大量消费

新需求……这些都将成为消费市场平稳发展

的坚实保障。

激发消费潜力，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汽车、家电、信息、养老、育幼、家政等领

域促进消费政策相继落地；改造和提升步行

街；打造国际消费中心……消费新政密集出

台，消费蛋糕将越做越大。

激发消费潜力，让百姓钱袋子“鼓起来”

———

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持续推进减税降

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大力稳就业……今年

以来的政策礼包，将不断有效增加居民可支

配收入，让百姓买得了、买得好。

激发消费潜力，消费环境不断优化———

集中打击清理整顿市场乱象，加快建立

健全高层次、广覆盖、强约束的质量标准体

系，加快完善信用体系建设……消费环境更

优，消费者买得更舒心。

随着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提升

产品质量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快实施，中国

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经济大船在国际风

浪中行稳致远的底气将不断增强。

活力凸显 潜力无限
———当前中国消费形势述评

■ 周 雷

继 2018 年 14 个品牌退出后，今年上半

年彩电市场又有 9 个品牌出局。彩电市场虽

量价齐跌，但未来并不悲观。企业正拥抱全面

物联网化、国际化、更新消费等机遇，准备打

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7 月 18 日，中国智能显示与创新应用产

业大会暨 CRC 2019 年上半年度彩电行业研

究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传出消息，今年上

半年，国内彩电市场销售量价齐降，部分企业

面临严重生存危机。继 2018 年 14 个品牌退

出彩电市场后，今年上半年又有 9 个品牌出

局。

液晶技术红利逼近尾声

奥维云网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

年，中国彩电市场零售量规模为 2200 万台，

同比下降 2.7%；零售额为 640 亿元，同比下

降 11.8%。

“随着彩电市场需求日益饱和，2019 年

上半年彩电均价同比下降 9.4%，但市场规模

并未实现增长。”奥维云网消费电子事业部总

经理朱圆圆认为，经过几年激烈竞争，中国彩

电市场利润进一步压缩，市场规模增长也陷

入停滞。彩电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压力

已经蔓延至消费市场、全产业链、品牌生存、

技术创新等方方面面。

目前，彩电业低价竞争激烈，企业艰难度

日。究其原因，除了受房地产市场影响之外，

与产业进入新旧动能转换期有很大关系。历

经多年发展，主流液晶显示技术现已发展成

熟，技术红利逼近产业尾声。国内彩电整机品

牌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不足，产品同质化现

象严重。另外，智能手机等小屏产品大行其

道，使得彩电用户需求黏性下降，在家庭娱乐

中被边缘化。

奥维云网预测，2019 年全年，中国彩电

市场零售量 4678 万台，同比下降 2.0%；零售

额 1365 亿元，同比下降 8.4%，企业经营压力

会进一步加大。

行业三大转型升级出路

尽管彩电业遭遇严峻挑战，但业界对于

发展前景并不悲观。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彭健锋指出，彩电业正遭遇短暂的

内需饱和、面板短期供应过剩、产品价格下滑

等一系列问题，但行业基本面还是健康和积

极向上的。彩电行业出路在于转型升级，拥抱

全面物联网化、国际化、更新消费等机遇。

首先，新型显示技术与人工智能、物联

网、5G、4K/8K 超高清等技术融合发展，电视

机的属性正在发生改变，未来显示将无所不

在。IoT 时代，电视机将会 24 小时在线管理

所有的家庭设备。彩电创新也会变得越来越

密集，从音视频技术，到人机交互技术和物联

网技术，未来几年会有很大变化。

其次，中国彩电品牌开始进入全球化发

展阶段。中国在平板显示领域的产业链优势

和研发制造的集约化优势已经形成，终端产

品已经具备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实力。自主品

牌的出口量和海外市场的品牌认知度不断攀

升，未来有望产生航母级企业。

第三，内需仍有潜力可挖。现在，国内有

4 亿台电视是非智能电视，还有 3 亿台电视

处于超期服役状态。经过共同努力，彩电行业

的内销规模将持续扩大，年销量有望从目前

不到 5000 万台提高到 6000 万台。

把握智能化高端化趋势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为实现市

场突围，一些彩电企业积极把握智能化、高端

化等趋势，在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开展

了积极探索。近期，华为旗下子品牌荣耀发布

了“智慧屏”，这也凸显了大屏商机，增添了彩

电业对于行业回归价值竞争的信心。

“AIOT、5G，每一次变化都会催生机会，

善于适应变化、拥抱变化的产品和行业企业

会迎来大发展。”KKTV 总经理杨俊钢表示，

AIOT 将会经历单机智能、互联智能、主动智

能三个阶段。未来主动智能阶段，智能系统将

能主动提供适用于用户的服务，为生活带来

极大改变。KKTV 将用更好的产品，为用户提

供智慧生活服务。

“显示行业未来在于立足视听、超越视

听。”TCL 实业产品中心副总经理左波表示，

彩电市场平均尺寸每增长 10 英寸，会带来显

示分辨率等级提升，8K 分辨率预计将快速占

领大尺寸市场。今年 TCL 推出了全行业首个

Mini QLED 8K TV，背光 LED 灯达 2.5 万

颗，是普通产品的百倍。其产品具备高色域、

高动态对比度、高亮度，达到了监视器级别，

上市之后受到了消费者青睐。

与此同时，TCL 正式发布了“AI X IOT
战略”，覆盖智慧健康生活全品类的“4T”场景

化产品矩阵,在智能科技领域全面发力。未来

TCL 将以全场景 AI 系统和开放式架构为依

托，伴随着全场景 AI 系统不断学习、成长、进

步，将为全球用户提供智慧健康生活相关的

产品和服务。

作为高端彩电市场代表性品牌，索尼的

动向颇受业界关注。索尼（中国）家用显示产

品部副总监高明强调，高端和大屏是行业发

展趋势。在今年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大尺寸和

1 万元以上高端彩电市场仍保持稳定，索尼

将持续耕耘细分市场，坚持高端、大屏的高附

加值策略。未来，索尼对 OLED 和 8K 市场充

满信心，将打造更多行业标杆产品。

彩电业要想打好翻身仗，需要多方共同

努力。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消费电子

处副调研员丁杰表示，为推动超高清视频产

业链核心环节向中高端迈进，加快建设超高

清视频产业集群，建立完善产业生态体系，工

信部等部门制定出台了《超高清视频产业发

展行动计划（2019—2022 年）》。同时，指导广

东、北京、上海、安徽、湖南、重庆、四川、青岛

8 省市制定出台了差异化的地方超高清视频

产业行动计划。为了促进产业上下游协同，支

持各地建设超高清制作协同中心，引导全行

业聚焦关键短板环节，实现创新突破。

安徽向“金融互助”
“虚拟货币”等网络传销
“亮剑”

打着金融互助、虚拟货币等名头旗号，实

为新型网络传销，危害无穷。日前，安徽省委

政法委、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安徽省公安

厅联合下发通知，决定自即日起至今年 12 月

10 日开展“皖剑-2019”联合打击传销行动，

全面清理在安徽活动的异地聚集型传销人

员，深度打击“金融互助”“虚拟货币”等网络

传销。

此次联合行动将重点打击以“1040 工

程”“资本运作”“连锁销售”等名义实施的异

地聚集式传销，以“资本运作”“微商”“电商”

“多层分销”“消费投资”“虚拟货币”“金融互

助”“旅游互助”“爱心互助”等名义为幌子的

各类网络传销；严厉查处为传销活动提供经

营场所、培训场所、仓储、人员住宿等便利条

件的行为以及违规招募、违规培训、违规计酬

等不法行为，坚决取缔打着直销旗号从事传

销以及直销企业从事传销的行为。

安徽各地将充分发挥市场监管部门

12315 投诉举报热线和公安机关 110 报警平

台的作用，紧密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一

步拓宽和畅通社会举报渠道；围绕新型网络

传销违法行为的特点，协调通信、网信等部门

强化对互联网的相关监管工作；严惩一批传

销和变相传销组织者，对构成犯罪的移送司

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从事传销和变相传

销违法活动的企业予以取缔；持续开展“无传

销社区(村)”创建工作。 渊陈诺冤

贵州打通小微企业
电子退税“高速路”

记者从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了解到，

为进一步提高退库效率，确保小微企业普惠

性税收减免政策进一步落地，贵州打通全省

电子退税“高速路”，解决小微企业退税业务

中出现的业务量大、金额小、纳税人信息不

全、退税办理时间长、成本高等问题，确保小

微企业纳税人享受到政策红利。

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国库处处长令狐

兵介绍，根据最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

免政策，部分缴款人需要通过退库的方式享

受优惠，涉及户数多、金额小、流程长，及时办

理退库存在一定困难，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

行与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积极联动，

推出了小微企业电子退税业务。

电子退税业务开通后，小微企业退税全

面提速。过去办理一笔退税业务需要 3 个至

7 个工作日，现在通过电子退税，纳税人 1 个

至 2 个工作日就能收到资金。

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提供的数据显

示，截至 6 月末，全省已办理小微企业退税

10 万余笔，金额近 5000 万元，惠及 5 万多户

小微企业。其中，100 元以下的业务占比达

60%，最小一笔退库金额仅 0.01 元。渊李黔渝冤

机器人、无人机现身
“智慧工地”
建筑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由中国建筑业协会主办的全国“数字建

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现场观摩交流会 7 月 19
日在浙江省建工集团杭州北大桥项目现场举

行。在这个“智慧工地”上，建筑机器人、无人

机以及各类智能设备已成为施工“标配”。

进入“智慧工地”，首先得在智能闸机刷

脸。“人脸识别考勤系统可记录人员的进出时

间、数量、工种等数据，能为项目考勤、人员配

置提供依据。”该项目负责人说，这不仅能杜

绝无关人员进入工地，更有效提高施工管理

效率。

步入施工区，除了干净整洁的环境，还有

多款“智慧设备”。放样机器人快速、精准，能

将建筑信息模型中的数据直接转化为现场的

点位。三维激光扫描仪能精准辅助现场装修

一次施工成型。比日常所见的无人机大上数

倍的测绘无人机，将航测数据转化为包含地

面地形、高程、坐标信息等数据，能进行 3D
实景建模，还能用于土方施工量计算。

除了提高施工效率，“智慧设备”的投用

更提升了建筑工地的安全系数。在塔吊吊钩

可视化系统监控屏上，记者看到高空驾驶舱

内的塔吊司机能切换视角对吊钩进行无死角

监测，有效克服了传统高空作业中因楼体遮

挡形成的视觉盲区。而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升

级后的升降机、爬架等机械设备，也实现了对

多种危险情况的预警及保护功能，保障设备

长期稳定运行。

此外，该工地的环境监控系统，通过物联

网以及云计算技术，实时、远程、自动监控工

地现场的温度、湿度、PM2.5、噪音等情况，还

能通过手机等移动端查看。一旦发生数据超

标，系统将自动报警，并联动雾炮机、喷淋系

统等功能。

“从‘中国建造’走向‘中国智造’是我国

建筑业发展的大势所趋，数字化转型是推动

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建筑

业协会副会长刘锦章表示，智慧建造作为数

字信息技术与施工现场深度融合的产物，将

促进传统建造方式升级，提高项目管理和生

产效率，有利于推动我国建筑产业实现现代

化。 渊吕昂冤

上半年 9 个品牌出局
彩电业翻身仗该怎么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