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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的大数据，是反映消
费潜力的“晴雨表”之一。近日记者
调研部分电商平台数据发现，三四
线城市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中国内
需的强劲和韧性可见一斑。

拼多多选择了平台上 70个三
线城市、90 个四线城市，盘点了
2019年1月1日至7月20日半年多
的消费数据。数据显示，三四线城
市消费者显示出更旺盛的购买需
求，正成为拉动消费经济的新增引
擎，呈现出“量价”双增长。

从订单量增速上看，三四线城
市的增速远高于平均值。2019年 1
月 1日至 7月 20日，拼多多用户平
均订单量达18.9笔，较去年同期增
长37%，每个用户月均订单量接近
3笔。在此带动下，2019年上半年，

拼多多平台三四线城市订单总量
同比增长98%，是全国快递业务量
同期增速的3.8倍。

湖南省娄底市商务粮食局副
局长易加玉告诉记者，三四线城市
特别是农村，消费市场大有潜力可
挖。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上大量食
品、生产生活小工具等，改变了农
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尤其是
一些日用消耗品比超市售价便宜，
降低了消费成本。

从客单价（平均交易金额）上
看，三四线城市也明显上涨。上半
年，拼多多三四线城市用户平均客
单价上涨 15%。在用户规模、订单
量、平均客单价齐头并进的综合作
用下，三四线城市用户交易额同比
增长135%。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9年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8.4%，其中网

上零售额增速较快，同比增长
17.8%。

不仅买的越来越多，品种也不
断多元化。从购买的品类上看，智
能家电、厨卫生活电器、家装、家
纺、数码、户外等商品销售强势增
长，同比增速均超过160%。通过拼
多多平台，大量三四线城市用户首
次购置了扫地机器人、面包机、投
影仪，甚至皮划艇等商品。

智能手机和农村电商的普及，
打通了消费品下行的渠道，释放了
存量的消费需求。拼多多首席执行
官黄峥说，近年来低价智能手机普
及，快速让三到六线用户上了网，
农村互联网的渗透率提升，以及微
信支付解决了三线以下城市的支
付问题，让“快递到村”迅速扩展了
电商消费可以覆盖的区域。对于三
到六线人来说，电商平台正带来新

一轮的消费升级。
另一方面，电商平台还在不

断打通农产品上行的通道，实现
农户和用户的大规模精准匹配，
挖掘了增量的消费潜力。拼多多
年报显示，截至 2018 年底，拼多
多年度活跃商家约 360 万，2018
年新增近 160 万，其中超过半数
来自三四线城市，成为供给侧的
主要增量。

记者了解到，云南省与拼多多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大力推进
云南特色农产品上行工作，构建种
植、加工、营销一体化扶贫兴农产
业链条。未来5年内，拼多多将推动
100个“多多农园”项目落地云南，
培养 5000名云南本土农村电商人
才，孵化和打造 100个云南特色农
产品品牌。

据新华社

大数据“剧透”三四线城市消费量价双增

从心算、珠算的“古老智慧”，到
“银河”“天河”“神威”创造“中国速
度”，“中国计算”为世界瞩目。

计算机技术“极限”该怎么突
破？如何迎接“产业变革”？未来计算
机又将走向何方？……9月9日至11
日，2019世界计算机大会在“银河”

“天河”超算之乡湖南长沙举行，来
自全球的计算机“大咖”共话计算机
技术和产业的未来。

现代科技植根之本
和创新之源

通过“5G +全息远程互动教
学”，学生可以“身临其境”聆听千里
之外老师的授课，还能实时互动；以

“巴掌机”支撑的电脑桌面，鼠标一
点即能“秒播”云端主机的高清视
频；戴上“安防辅助眼镜”，可以即刻
识别进入视线中的人……2019世
界计算机大会上，数字技术的全新
应用展示着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周易》
记载着公元前 2 世纪的古老“算
法”，湖南湘西州里耶古城出土的

“世界最早的乘法口诀表”阐释着秦
朝时期的“计算智慧”，长沙太平古
街、靖港古镇从古代沿用至今的珠
算能满足商号“大数据”四则运算，
而现在，“银河”“天河”超级计算一
再创造出新的“中国速度”……从心
算、珠算到超算，湖南见证了“中国
计算”的数千年跨越。

计算机广泛运用至今，不过短
短几十年的时间，已让人类“深度沉
浸”于信息化“海洋”。

“如果把数字化产业、数字化技
术形容成一个火箭的话，计算能力
就是这个火箭的引擎。”戴尔科技集
团全球资深副总裁曹志平说。

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
计算机制造基地、拥有世界最大的
计算机市场和应用场景，计算机产
业规模位居世界首位。2018年我国
计算机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95
万亿元；微型计算机产量 3.1亿台，
其中笔记本电脑产量1.7亿台；服务

器产量达到 295.2万台，同比增长
34.6%。联想、华为、浪潮等骨干企
业在笔记本电脑、服务器全球市场
的占有率稳步提升。

“人类正在走进智能化、网络
化、数字化时代，计算机技术和产
业成为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
关键。我们现在来谈计算机，绝不
仅仅是讨论 PC、笔记本电脑、服务
器等硬件产品的发展，而是包含各
种新型计算和新兴应用在内的整
个计算机产业生态。它是现代科技
的坚实基础和创新之源。”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
文强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曼青认
为，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
世界将呈现出网罗一切、虚实融合、
协同共享、时间空间不断压缩等特
征，更加深入地“智能化”。

“算力”即“产力”

中国计算攀登“世界之巅”

完成500人规模的全基因组信
息关联性分析，利用原有计算机需
1年时间，利用“天河二号”只需3个
小时；一列火车有 2800多个零部
件，超级计算机不到 1秒就能全部
识别，并判断出是否有裂缝等故障；
研制一架大飞机，做全机风动试验
过去需耗费两年时间，利用超级计
算机模拟仿真，6天就能完成相关
工作……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演进及
广泛应用，“计算力就是生产力”已
成为全球发展共识。作为计算力的
载体，计算机逐步成为新型基础设
施，为全球科技和经济发展提供强
大推动力。

尽管起步晚，但我国从“银
河”，到“天河”“神威”等一系列超
级计算机是世界范围内叫得响的

“中国品牌”，中国超算不但实现了
自主创新的诸多“第一”，而且接连
几代登上世界“速度巅峰”——“天
河”曾 6夺全球超级计算机运算速

度最快桂冠。
随着应用体系的不断开发与完

善，超级计算机在支撑国家科技创
新、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和地方产业
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目前超算已经在大气海洋环
境、数值风洞、医学信息、基因组学、
药学、电磁学、天文学等领域取得了
一系列大规模并行计算的创新成
果。”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
员李琼表示。

截至目前，我国先后在天津、长
沙、广州等地建成 6家国家级超算
中心，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新动
能。当前，超算已日渐渗透到了“算
天”“算地”“算人”的方方面面，成为
解决世界难题的“超强大脑”。

“我们正打造天河新一代E级
计算机，它将具备每秒钟运算百亿
亿次的能力。”李琼告诉记者。

“E级超算”被公认为“超级计
算机界的下一顶皇冠”。目前，国家

“十三五”高性能计算专项课题三
个 E级超算的原型机系统——神
威 E级原型机、“天河三号”E级原
型机和曙光 E级原型机系统全部
完成交付。

变革在即

未来发展将超乎想象

基于超算平台开发精细数值天
气预报系统，能准确预测未来15天
以上气象变化情况，大幅增加灾害
性天气的备灾时间；骨质疏松人工
智能筛查机器人，可精确“问诊”骨
质疏松症，3至5分钟内提供个性化
诊疗报告，准确率超过90%……

如今，数字经济时代的大门已
经开启，以计算机产业为基础的
ICT 领域核心技术体系正加速重
构，已成为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在计算能力快速提升、算法不
断演进以及大数据迅猛增长的支撑
下，智能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应用
时期。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全面创
新、全面渗透、全面应用，将深刻改
变人类社会生活，改变世界，开启一

个新的智能时代。”工业和信息化部
电子信息司司长乔跃山说。

与会专家表示，当前，中国计算
机事业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
势，与国外发达国家同步形成了一
系列新的学科。这些学科发展迅速，
很多领域在技术研发或产业化上，
达到甚至超越了同期国外水平。

与此同时，计算机产业自身正
酝酿着新的变革。与会专家认为，全
球计算机产业发展又一次走到了

“十字路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和挑战。

一方面，影响着计算能力的半
导体工艺制程已经逼近极限，摩尔
定律面临“失效”，传统的集中式、分
布式、云化架构的计算能效比面临
瓶颈；另一方面，计算机领域出现了
很多新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导入，以
及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
交叉融合，带来了更多复杂、新颖的
应用场景，计算机迎来了全新的发
展空间。

“当前，全球信息技术发展已从
桌面互联网时代进入了移动互联网
时代，传统的桌面系统逐渐萎缩，适
应移动应用场景成为大势所趋，如
何使计算机生态体系更具时代性成
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董事长芮晓武说。

未来计算机什么样？对于这个
问题，本届世界计算机大会上很多
受访者提到了量子计算机和生物计
算机。前者，是一种处理和计算量子
信息的物理装置。而后者，则是可能

“取代量子计算机的生物计算机”。
因此很多科学家说，从发展趋势来
看，“未来计算机”将颠覆现有一切

“机器”固有概念，是一个电子技术、
光学技术、超导技术和电子仿生技
术等相结合的“高能复合体”。

“计算机正在朝着超高速、超小
型、并行处理、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未来的计算机将越来越智能，其感
知能力、自然语言处理能力、思考与
判断能力都将逐步提升。未来的计
算机发展将超乎想象。”刘文强说。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长沙9月11日电

心算、珠算到超算
计算“极限”该如何突破？

——世界计算机大会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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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本报郑州专电（记者 娄莹）9
月11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继续第三日争夺，
云南代表团迎来丰收日，一连斩获
陀螺男子团体、陀螺女子团体和
民族标准弩女子立姿3个一等奖。

当日郑州突然降温，作为室外
项目，陀螺的团体决赛依然照常
进行。云南陀螺男队和女队都有
绝对的制霸能力。女队决赛遭遇广
西队，广西队超常发挥，在两局进
攻后分数爬升到了51分，而云南
队当时还差一局进攻局，与广西
队相差20分，想要反超难度很大。

“三朝元老”梅朝喜带领李仕会、
洪娜努调整心态，一点点把比分
差距缩小，提前 4轮完成比分反
超，最终将成绩定格在 57∶51，成
功卫冕。男队夺冠之路相对平坦，
决赛以54∶46战胜重庆队。射弩赛
场，民族标准弩女子立姿，李春丽
和罗书文上演德比大战，两人将
第三名远远抛在身后，以246环并
列第一进入加赛。加赛赛制为一箭

定胜负，老将李春丽在关键时刻尽
显沉稳作风以10环超过罗书文1
环将第一名收入囊中。

另外，武术赛场杨红英获得
秋千55公斤级单人触铃二等奖，
何金祥获得男子传统四类拳二等
奖，何也和普璇获得武术女子对
练二等奖。

龙舟项目，在 800米直道竞
速女子组标准龙舟、800米直道
竞速男子组标准龙舟、1000米直
道竞速女子组标准龙舟、1000米
直道竞速混合组标准龙舟四个项
目中，云南队获得4个二等奖。

在民族摔跤项目中，云南队的
何德生不敌东道主河南队的特日
贡，获得北嘎74公斤级二等奖，何
文红则斩获北嘎62公斤级二等奖。

板鞋竞速赛场也传来获奖喜
报，在竞争激烈的女子 2×100米
接力中，云南队获得一个宝贵的
二等奖。12日，运动会将休整一
天，民族大联欢将在郑州黄河风
景游览区隆重举行。

本报讯（记者 方学良）从 9
月 9日开始，云南乐走大型徒步
活动正式开启第二季——中国体
育彩票季。活动将延续至 11月
初，为期60天的线上线下活动依
然活力不断。

“关爱大众健康、助力健康
中国 ——云南乐走大型徒步活
动”是由云南省体育局、云南省
总工会和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主办，昆明市教育体育局、
红塔集团、北京行知探索发展集

团、云南行知探索体育文旅产业
有限公司承办，云南省路跑协会
协办的全民健身品牌活动。活动
从 7月 8日启动后，目前小程序
用户总量近 45万，总点击量达
3500万人次。

此次中国体育彩票·云南乐
走活动分为4个阶段线上线下联
动，活动期间，结合中国体育彩票
云南即开型地方票的首发举办两
场定向赛，还将在昆明举办一场
千人徒步大会活动。

我省包揽陀螺男我省包揽陀螺男、、女团体冠军女团体冠军

云南乐走开启第二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