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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 14日

星期四行业经济

行业资讯

■ 叶昊鸣

从出行旅游到货物运输，交通运输

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在加快建设交通

强国的进程中，如何通过新技术赋能传

统交通项目，提升交通运输智慧发展水

平？如何通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交

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交通运输部综合规

划司负责人范振宇给出了解答。

便民化、智能化让换乘不用等太久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一到节假日，机

场、火车站总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特别是

在换乘其他交通工具时，因人流过多带来

等待时间过长的问题总是人们的“心头痛”。

“机场、高铁等大型客运枢纽的便捷

换乘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十四五’

期间，我们将进一步推动这些客运枢纽

的便民化设施改造和智能化设施建设。”

范振宇说。

便民化设施怎么改造？智能化设施

怎么建设？范振宇表示，首先，将推动综

合立体换乘设施建设，缩短旅客换乘距

离。其次，将进一步推广使用电子客票，

推动跨运输方式安检互认，提高行李直

挂比例。第三，将进一步加强对枢纽的

客流、车流、环境等信息智能化动态监

测，推动智能化运力组织调度和旅客疏

导，提高综合换乘效率。

“当客流出现拥堵或者各方面出现

不顺畅的时候，我们通过智能化的设施

建设，提高管理方的反应效率，切实改善

大家出行服务体验，让大家出行更加便

捷、舒心。”范振宇说。

智慧公路建设让出行更有效

率、更安全

高速公路是推动经济发展和承载社

会生活的“大动脉”。如何提升恶劣天气

下高速公路的出行效率和出行安全服务

水平？范振宇表示，这是新一轮智慧公

路建设的重要内容。

公路需要管理，智慧公路也不例

外。范振宇说，将进一步加强路网智能

化监测、调度和管控能力。“在极端天气

发生前，通过智能化手段及时对气象变

化进行智能监测和预警，在极端天气发

生后，及时启动路网智能协同调度，及时

对交通突发事件和事故开展应急和处

置，切实保障运行安全和高速公路的通

行效率。”

相较传统公路，智慧公路将进一步

提高智慧化服务水平。范振宇表示，通

过 5G、北斗、毫米波雷达和大数据等智

能技术手段，推广交通突发事件的精准

信息推送和伴随式智慧出行服务，特别

是在团雾、冰冻多发区域提供辅助安全

驾驶的有关服务，尽量降低恶劣天气的

不利影响，提升高速公路上的出行体验。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交通

基础设施数字转型、智能升级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了“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交通运输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领

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推动交通运

输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如何更好地指导“十四五”时期交通

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范振宇表

示，制定的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行动方案中将通过多种方式实现：

依托多条干线公路、长大桥隧、多地

高速公路服务区开展智慧公路建设，增

强在役基础设施检测监测、评估预警能

力，推广交通突发事件信息精准推送和

伴随式出行服务，提升服务区智能化水

平，逐步丰富车路协同应用场景；

依托多条高等级航道，加强航道运

行监测能力，提高内河电子航道图覆盖

率，推广船舶污染物接收和监督系统，推

进梯级枢纽船闸智能调度；

推进多个集装箱码头智能升级，建

设多个新一代自动化码头，推进无人集

卡规模化应用，加强港口危险品智能监

测和预警；

打造多个智慧综合客运枢纽，推动

电子客票广泛使用，推动北京、河北等开

展智慧货运枢纽和物流园区建设，推广

应用第三方物流信息平台；

加快建设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

台，构建以部级综合交通大数据中心为

枢纽，覆盖和连接各省级综合交通大数

据中心的架构体系，并深化 5G、北斗导

航系统应用……

“到 2025年，打造一批交通‘新基建’

重点工程，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应用场

景，制修订一批技术标准规范，交通运输精

准感知、精确分析、精细管理和精心服务能

力显著增强，交通基础设施运行效率、安全

水平和服务质量有效提升。”范振宇说。

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本报讯 近日在长春举行的首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上，国家工

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编写的《新电商研究报告》发

布。报告认为，在创新应用方面，“新电商”正朝着新消费、新供

给、新业态、新就业等方向发展。

报告指出，“新电商”是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以用户为

中心，对传统电商“人”“货”“场”进行链路重构，产生的电商新形

态新模式，主要形式包括社区电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

报告认为，在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消费方式不断升级的浪潮

中，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小程序等技术广泛应用，以直播电商、

社交电商、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的新消费为代表，

顺应了时下多元化、个性化、重视体验的消费需求。

报告指出，“人”“货”“场”是零售的基本要素，在新消费时

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可以打通三者的各维

度数据，实现数字化闭环，使三者合一成为可能。

在“新就业”方面，报告认为，新消费领域衍生出的自主

就业、共享就业等新型用工形式，如网红主播、外卖骑手等，

覆盖线上线下的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为就业带来更多想象

空间。

在“新供给”方面，报告认为，随着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技术日趋成熟，产业电商发展进入新阶段，线上交易渗透率持续

提高，供应链纵深方向持续升级，更多品类的商品和服务开始线

上交易，并愈发完善。

在“新业态”方面，报告认为，新电商不断拓展“消费+供给”

新空间，如社交电商、内容电商等新业态加速向农村电商渗透，

为农产品提供新“通路”，在商户和消费者之间架起了直接沟通

的桥梁。

首届中国新电商大会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吉林省

人民政府指导，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吉林省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吉林省商务厅、长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邀请到

来自全国各地的互联网企业负责人、电商领域专家学者和知

名主播等 500 多位嘉宾参会，共同交流探讨我国新电商行业

发展。 王晓林

“新电商”
正向创新应用领域发展

■ 胡洁菲 丁雅雯

近年来我国本土美妆品牌逐渐展露

头角。然而，从价格竞争力、品牌影响力

和市场占有率来看，国际一线品牌仍然

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业内人士认为，两

者间的发展差距，除了有产业基础、品牌

厚度等原因，还在于可用原料的差距，本

土品牌要想“弯道超车”，亟待在这一“卡

脖子”的领域寻求突破。

“颜值经济”催生市场机遇

近年来，我国本土美妆品牌行业不

断发展。2021年第七届天猫金妆奖现场

数据也显示，“95后”的化妆台上，已有四

成是国货。

近年来，不少依靠营销“爆火”的本

土品牌都稍显后劲不足。

成立 5年时间就上市的逸仙电商一

度是国货的翘楚。然而，该公司半年报

显示，今年二季度公司净亏损达到 3.9亿

元人民币。9月 14日（美东时间）逸仙电

商收盘价仅有 4.57 美元，较上市首日的

18.4 美元下跌逾 75%。目前其市值不足

29亿美元，较上市前一级市场的 40亿美

元估值，有了大幅下跌。

根据信达证券今年 7月的研报，2020

年 6月花西子的市场份额为 3.42%，一年

后市场份额仅占 2.28%，GMV（成交金

额）增速也在下降。

事实上，从市场占有率来看，本土美

妆与国际一线品牌的差距仍不小。根据

Euromonitor 数据，在我国，欧美品牌仍

然占据主导地位，欧莱雅和宝洁市场份

额常年居于我国化妆品行业前列，占比

保持在 10%上下。

此外，高端市场主要由国际顶尖品

牌占据，排名前三的为欧莱雅、雅诗兰黛

和 路 易·威 登 ，市 占 率 分 别 为 18.4%、

14.4%和 8.8%；大众化妆品市场，宝洁占

据 12.1%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其次是

占比为 8.9%的欧莱雅。本土品牌百雀

羚、伽蓝集团、上海家化和上海上美分别

为 3.9%、3.7%、2.3%和 1.9%。

轻研发、重营销，本土品牌遭

遇原料“卡脖子”

本 土 美 妆 差 的 那 把“ 火 ”究 竟 在

哪里？

上海日用化学品行业协会执行会长

金坚说，我国本土美妆与国际一线大牌

的一大重要差距在于原料。据悉，目前

欧 盟 可 用 原 料 22620 种（植 物 来 源 约

1/3），可用防腐剂 58 种、紫外吸收剂 31

种、着色剂 153种，而我国可用原料不到

9000 种，可用防腐剂 52 种、紫外吸收剂

27种、着色剂 157种。

在化妆品功效评价方面，欧盟化妆

品功效评价指南（EEMCO）包括皮肤颜

色、表面形态、弹性、微循环、皱纹和平滑

度酸碱度、经表皮水分流失等几十种规

范；我国目前共有保湿、防晒等 15 种规

范，其余正在制定过程中。

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理事

长陈少军指出，不同于医药，化妆品有其

特殊性——品牌效应特别突出，而在功

效等方面缺乏刚性评价指标，这就给一

些缺乏长远眼光、只想挣“快钱”的企业

一定的投机空间。此外，我国美妆行业

总体起步较晚，一些企业存在重营销、轻

研发的问题，导致企业发展后劲不足。

本土企业迈入自主创新阶段

业内人士认为，本土品牌需要足够

的“产品力”才能在持久的竞争中立于不

败之地。

陈少军介绍，我国与欧盟在美妆行

业可使用原料数量的差距，主要与我国

长期实行较为严格的审批制度有关。

不过，随着《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简

称“新条例”）的落地，国家明确实行原

料分类管理制度，对高风险的化妆品

新原料实行注册管理，对其他化妆品

原料实行备案管理，未来相关差距将

逐渐缩小。

近日，继“001号”N-乙酰神经氨酸、

“002 号”月桂酰丙氨酸两个新原料诞生

后，备受关注的化妆品新原料β-丙氨酰

羟脯氨酰二氨基丁酸苄胺（国妆原备字

20210003），以及雪莲培养物（国妆原备

字 20210004）通过国家药监局的原料备

案注册。这意味着国产化妆品原料产业

进入了自主创新新阶段。

同时，不少企业选择与国外化工巨

头合作。“如今品牌方越来越关注上游供

应商的内容能力，力求为自身产品定位

及宣传推广在原料上找到更强的数据支

撑，即所谓的功效溯源。”巴斯夫个人护

理大中华区业务总监徐雅夫说，巴斯夫

相继与珀莱雅、诺斯贝尔、上海家化等

中国本土美妆品牌合作，也看到了中国

本土品牌对于研发的热情和投入。

“总体而言，我国美妆行业发展历史

较短，产品、原料、营销和管理等方面确

实与外企存在一定差距，但相信随着

我国市场进一步开放，短视和投机的企

业被出清，本土企业能迎来新的机遇

期。”陈少军说。

本土美妆业尚需创新求突破

前三季度我国汽车产销量保持稳步增长

本报讯 近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今年 1-9月，我国

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1824.3 万辆和 1862.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5%和 8.7%。

据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介绍，9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

达 207.7 万辆和 206.7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20.4%和 14.9%，同比

分别下降 17.9%和 19.6%。当月，汽车产销数据比上月有所好

转，环比均呈较快增长，但受同期基数较高影响，同比依然呈现

较快下降，其中商用车产销降幅更为明显。

中汽协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销量分别达 216.6 万辆和 215.7 万辆，分别同比增长 1.8 倍和

1.9 倍。在新能源汽车主要品种中，与 2020 年同期相比，纯电

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均延续了稳步增长势头。

中汽协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付炳锋表示，从 9月情况来看，

芯片供应短缺问题略有缓解，但仍然不能满足生产需要。随着

宏观经济稳中向好发展，汽车消费需求仍然稳定。 高亢

我国三年内将实现建制村快递直接收投

本报讯 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近日表示，将因地制宜推进

快递“进村”，加快推进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建立差异化、渐

进式进村标准，三年内实现建制村直接收投，对接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和产业强镇建设，打造更多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助力乡

村振兴。

马军胜表示，快递收投“最后一公里”基础薄弱、国际寄

递物流体系建设滞后、全面绿色转型任重道远、安全监管任

务日益繁重，这些都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千方百计一一破

解。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统筹网络业务布局，释放市场需

求广阔潜力。建强“主枢纽”，深度对接国家综合立体交通运

输网络和物流枢纽等规划，统筹布局一批区域性国际枢纽和

全国性枢纽，着力打造一批“枢纽+关联产业”快递经济区。

打通“大动脉”，加快推广多式联运，升级公路运输能力、探索

试用无人驾驶，提升航空快递规模、破解高铁快递瓶颈。

马军胜表示，国家邮政局将分类分步推进快递“进厂”，

聚焦医药、汽配、服装和快消品等领域，以及长三角、珠三角

等区域，培育一批典型示范项目，打造一批应用场景先行区，

提供供应链综合解决方案，着力打造制造业移动仓；推进快

递“出海”，整合优化境内外、上下游资源，增强国际寄递网络

连通性和稳定性，加快形成区域性国际寄递网络，补齐海外

中转、洲际干线、标准衔接等短板，不断丰富洲际国际寄递物

流专线。 戴小河

钢结构用量占比 2025 年底将逾 15%

本报讯 近日，中国钢结构大会暨中国钢结构协会八届三次

理事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现场发布的《钢结构行业“十四

五”规划及 2035 年远景目标》（简称“《规划》”）提出，到 2025 年

底，全国钢结构用量达到 1.4吨左右，占全国粗钢产量比例 15%
以上，钢结构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 15%以上。

根据《规划》，到 2035年，我国钢结构建筑应用达到中等发

达国家水平，钢结构用量达到每年 2.0 亿吨以上，占粗钢产量

25%以上，钢结构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逐步达到 40%，基本

实现钢结构智能建造。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规划》明确了“十四

五”期间的重点任务，包括加快重点技术研发，促进钢结构标准

化、通用化，推动信息化与智能建造，大力推进高性能与高效能

钢材的应用等。 邓侃

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

会（简称“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

开幕，目前，参展商正在紧张布展

筹备。这是首次线上线下融合举

办的广交会。

新华社供图

第130届广交会

紧张筹备

本报讯 中央和各地方政府近期连

续出台政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特色产

业发展，并大力推进农业全产业链培

育。目前，农业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正在

逐步形成，一批特色产业示范基地和

“链主”企业也在不断壮大，对于加快全

面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起到重要推

动作用。

刚刚出台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提出，强化标准引领，实施乡村振兴标准

化行动。加快健全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

准，推进地方特色产业标准化。农业农

村部近期印发《关于加快农业全产业链

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到 2025年，

培育一批年产值超百亿元的农业“链主”

企业，打造一批全产业链价值超百亿元

的典型县。

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 6月，农业农

村部、财政部支持建设 100个全国优势特

色产业集群。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激

发了建设主体的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

形成企业引领、合作社跟进、农民广泛参

与的发展格局。

针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陕

西、四川、贵州、湖北、江西、重庆等多省

市出台了省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发展

支持政策。例如，河南实施延链增值行

动，小麦产业链聚焦提升主食产业化水

平，玉米产业链聚焦提升玉米精深加工

水平。

专家表示，要把全产业链主体放在

县域，让产加销、农文旅在县域内就无缝

对接，让农业现代化不仅体现在装备设

施上，还体现在产业间的体系性和完整

性上。

农业农村部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

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力度，推动特色产

业持续健康发展，加快全产业链培育建

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

代化。 李志勇

央地力推农业农村特色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