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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蔡宇丹

高铁充电桩云计算
山东新基建已在路上

在各省市公布的基建投资
计划中，数据不停刷新，不同的
人站在不同的视角也看到了不
同的逻辑。

《哈佛商业评论》3月17日发
表的文章，代表了西方一些主流
媒体的认知。这篇文章在分析中
国应对新冠疫情时指出，数字技
术是疫情期间保障中国社会运
转的关键推手，物流技术和电商
经济的优势让中国平稳过关。新
冠疫情给欧美敲响了警钟，加快
数字经济转型势在必行。

那么，借助此次新基建，中
国把已经领先于世界的一些科
技类基础设施项目的优势再拉
大，是顺理成章的事，这里面包
括5G、特高压、城际高铁和城际
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
联网等七大领域。

就山东来说，2020年山东省
公布的重大建设项目一共233
个，重大准备项目、88个、总计
321个。

2020年是山东交通建设计
划投资规模最大的一年，包括23
个高速公路项目、、8个铁路项目、
4个机场项目、、9个水运项目、、6个
城轨交通项目、4个站场项目，计
划开工京沪高铁二通道天津至
潍坊等5个高铁项目。

那么，除了上述项目，山东
的新基建还有哪些？

在3月11日举行的山东省
新闻发布会上通报，在新能源
汽车充电桩方面，到2022年底山
东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将达到
10万以上；在云计算/大数据中
心方面，2020年将支持建设50个
省级数字经济园。此外，3月9
日，济南与西安、成都、重庆一
起入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济南要用 3
年时间建成区域人工智能科
创高地，建成人工智能开放创
新平台1个和支撑转化平台10
个以上。

2 0 2 0 年山东省“双招双
引”重点签约建设的 2 0 0个项
目中，涉及新基建的有淮海数
字智谷项目（枣庄）、阿里巴巴
山东总部及开展智慧城市建设
项目（济南）、北京易华录山东数
据湖产业园项目、山大地纬面向
全国的大健康云平台运营服务
项目（济南）、中国一汽华东智能
网联汽车试验场项目（东营）、北
京理工大学前沿技术研究院项
目（济南）等。

长在云上的新基建
核心是数字基建

那么，新基建这七大板块驱
动经济背后的产业逻辑是什么？

浪潮云董事长肖雪在接
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采
访时说，新基建有两条线，特
高压、城际高铁和城际轨道交
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这些基
建，加快的是物理世界的流动
速度；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加速的是数字世
界的流速；5G网络加快的是万

物互联的速度。在大量信息流和
数据流快速链接和流动中，产生
了新的经济模式和新业态，成为
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

这次疫情中，普通人眼里
看到的是全国中小学生齐上网
课，看到的是在家办公，看到的
是亮码放行的健康码，看到的是
云 卖 车 云 卖 房 云 赶 集 云 逛
街……而作为基础云服务商，
肖雪描绘的是在云这个基础
底座上“长”出来的各种应用
场景。

肖雪说，云是基础底座，
它的弹性能力使它可以快速、
低成本地投放。这次疫情期
间，不仅仅是在消费互联网，
在政府服务，在企业服务上，
大家越来越频繁地接触到云，
对云的认识越来越多，云也越
来越与生活密切相关。以云为
核心连续体服务会成为未来
的发展，也是新基建基石。此
次疫情中，作为中国服务器第
一大厂商，各行业对浪潮服务
器的需求量激增，阿里就紧急
订购了 1 0万台浪潮服务器应
对钉钉开放后激增的用运量。

新基建的核心是数字基
建，浪潮的业务扩展已经生动
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新基建七
大领域，除了新能源汽车充电
桩以外，浪潮的产品和技术已
深入渗透到其他六大领域。

新基建打好基础
产业才有底气落地

数字基建推动了数字经
济，这实际上是由投资驱动转
向创新驱动，一场5G建设大比
拼生动地描绘了这种发展逻
辑。

从深圳市发改委公布的
《2020年重大项目计划》目录中，
涉及新基建的除了电动汽车充
电桩的产业化、超高清新型显示

器生产线外，5G网络建设是一
项重要内容，2019年深圳建成5G
基站1 . 55万个，平均覆盖密度全
国最高。

3月11日召开的山东省政
府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目前，
山东境内已经建成超过1万个
5G基站，完成了对济南、青岛、
烟台等核心城区的5G网络覆
盖。

但由于5G铺设成本是4G的
三倍以上，在有些省份4G建设
还在亏损的情况下，再大面积覆
盖5G将面临高昂成本，这就必
须解决产业化问题。

在去年11月山东省出台的
加快5G产业发展实施意见中，
要用5年时间培育100家以上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5G产业链优势
企业，打造1-2个百亿级产业集
群，带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关联
产业增加值超过6500亿元。

作为全国首批5G业务应用
示范城市，青岛目前已建成6000
多个5G基站，按照青岛市相关
规划，2020年建成1 . 3万个5G基
站，2022年达到3万个，实现重点
城镇5G全覆盖。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青岛发
展超高清视频产业就有了充足
底气。

2019年8月，全国首个5G高
清视频实验园区落户青岛。目
前，青岛市对这一产业目标总规
模超过1000亿元。青岛为什么对
这一产业“划重点”，因为这一新
兴产业被视为既是制造业升级
的机会，也是互联网产业升级的
机会。

比的不是投资额
而是开辟创新产业链

青岛对于发展超高清视频
产业的思路很清晰，着眼于打通
产业链，从内容制作生产基地、
视频内容平台、设备和终端产品

生产基地以及示范应用等多环
节入手，为此请来华为设计青岛
的超高清视频产业链。

去年5月26日举行的青岛市
“高端制造业+人工智能”攻势
行动方案答辩会上，华为产业发
展集团副总裁燕兴说，围绕着超
高清视频产业、VR产业，可以打
造一个端到端的产业链，从前端
的拍摄设备，到内容制作所需的
编辑软件和服务，以及后续的机
顶盒、电视机，这个产业机会是
巨大的，光视频编辑产业就有
4000亿美元的产业空间，中国把
这个产业链打通的城市还不是
特别多。

在这个千亿产业中扛大旗
的，正是海信。目前，海信正在以
平台思维和生态思维发展超高
清视频产业。去年6月，海信与青
岛微电子创新中心共同投资5亿
成立了全新的芯片公司。

而更快的网速和更清晰的
画质也给医疗领域带来革命性
变革。去年6月，海信联合烟台毓
璜顶医院完成了一场3D+5G的
肾结石微创精准手术，将手术的
高清图像传至一公里外近百名
专家共享的会场，连微小的血管
都能清晰呈现。

海信在智慧医疗领域、智
慧交通领域的发力，离不了5G
这个基础设施，更离不了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新
一代信息技术。而在 5 G这个

“地基”上“长”出来的超高清
视频产业，串起了青岛西海岸
的影视内容制作产业、市南区
的信息技术和动漫产业、即墨
区的半导体产业以及青岛最
具特色的智能家电产业，还会
给虚拟现实等众多新兴技术提
供丰富的应用场景。

所以，新基建比拼的不是投
资额，不是吸纳的就业人口，而
是能否开辟出一条创新驱动的
产业链。

最近一个多月，各省纷纷亮出新基建投资计划。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
22个省公布投资计划，累计约48 . 6万亿元投资规模。

长期以来，传统基建对中国经济来说起到托底的作用，保证经济平稳运行
在合理区间。而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通过数字基建的重塑新的经济模式和
新业态，这才是新基建的产业逻辑。

葛相关链接

发改委7天4提新基建

3月2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就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

“互联网+”行动、促进“双创”支
持扩大就业有关情况举行发布
会。会上再提“热词”新基建，表
示要积极运用中央预算内投资
等各方面资金，加强包括5G、数
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

记者梳理发现，加上3月24日
这一次，在3月17日至3月23日7天
的时间里，发改委4次谈及新基
建。

3月17日，发改委投资司副司
长刘世虎表示，加快5G网络、数
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
度，更加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
性等。

3月18日，发改委就业收入分
配和消费司司长哈增友在谈及
新消费时表示，将重点加快以5G
网络和数据中心为重点的新一
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推进
信息服务全覆盖。

3月21日，国家发改委投资司
司长欧鸿表示，5G网络、数据中
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科学
论证，有序推进，不搞“大水漫
灌”。

“无论是疫情中拉动经济，
还是疫情前的需求，加码基建都
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中国人民
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
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基础
设施建设一直是我国经济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基础设施
建设推动的投资也是我国经济
增长的重要动力。

综合

山山东东的的锦锦囊囊妙妙““基基””
通通过过新新基基建建重重塑塑新新的的经经济济模模式式和和新新业业态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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