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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

其仁在“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 高端对话上发表题为“数字

化与经济质量” 的主旨演讲。 他从提

升产品、 服务品质方面与在场嘉宾分

享了数字技术在引领经济高质量、生

活高品质转型方面的作用。

周其仁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

经济运行的质量还有一些问题， 速度

与质量有一个互相替换的关系， 这个

关系我们在生活中也能体会到， 比如

我们家里的灯具， 如果使用寿命是十

年，便产生了十年更替一次的需求，如

果一年就要换， 那我们对这个灯具的

需求量就会非常大， 于是供给的增加

量也非常大， 经济增长的数值也比较

高。有时高速增长，如果不拿质量去锁

定，并不一定代表更好的生活品质，及

更好的享受或体验。

“产品品质、服务品质问题要解

决，有很多困难。因为产品品质和服务

品质差， 一个显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

开始很多东西不会做， 会做以后做不

好。这个问题通过教育、训练是可以解

决的。但现实世界里产品质量出问题，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能做好也不好好

做，这跟经济发展结构有关系。一个比

较原始的经济，自给自足，分工程度很

低，往往不会出现质量问题。 如，农民

在家里种菜、煮饭，通常不会有食品安

全问题。在城市，变成餐饮业、商业，分

工程度高，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加上经

济利益不同， 所以会出现产品和服务

质量的不尽如人意， 甚至会出现以次

充好，假冒伪劣。这个问题跟经济增长

是有关系的， 高速度是因为分工深

化。 ” 周其仁说。

“我们今天的经济结构跟 40 年

前完全不同，各种各样的分工，各干各

的事，通过交易完成，最后走向消费，

这中间的品质问题，由于技能不够、训

练不够，导致品质问题出现。 知道问

题后， 就要讨论数字化技术对解决这

类问题能不能有帮助。 ” 周其仁认为，

要提升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的品质，要

应用各种技术、政策等，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信息披露，信息披露对人的

行为，对生产者、服务者行为有影响，

增加信息披露， 充分自律会提高，他

律也会变得容易，消费者会知道你的

行为， 同时也为第三方监管提供条

件。 所以，要建立一个可追溯的信息

系统，了解质量问题到底是哪个环节

发生的， 针对不同的行业建立可靠

的、成本低的可追溯系统，这样自律

程度就会提高。

第二，用好数据，现在产品品质的

改善不完全是供给侧来完成， 很大程

度是用户提出要求。 从用户的体验当

中、 巨量数据的分析中产生了改善产

品、改善服务这个导向，数据对产业和

服务有极其巨大的应用潜力。 但从行

业方面看，应用的程度还是不够宽，利

用数博会这个机会， 提出从提升品质

方面来看数字技术有没有用武之地，

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用武之地， 然后

把它用得宽、用得广、用得厚，这样才

能使造福更多的人，造福国民经济，造

福中国及世界各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互联网协

会理事长邬贺铨在“数字经济：数字产

业化、产业数字化” 高端对话上发表主

旨演讲。 他说， 要抓住互联网转场机

遇，发展数字经济，建设网络强国。

“中国用了 25 年，走过了发达国

家 50 年的互联网发展历程， 但 50 岁

的互联网面临中年烦恼。 ” 一开场，邬

贺铨就以形象风趣的比喻点出了当下

中国互联网遭遇的难题。

邬贺铨说，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

及 4G 的降费，进一步促进了互联网的

发展。 让他担忧的是互联网未来发展

的新业态， 比如在企业电商、 文化教

育、医疗养老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这

些需要新的动能、新的创新模式解决。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打

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智能 +’ ，为

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 工业互联网平

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数据，以及软件，

包括人工智能的一些软件。 这样还不

够，还需要 Saas，包括传统的工业管理

的软件，新的互联网平台要进行改造，

对于很好的管理企业来讲， 要有很好

的 ERP，要精准到生产流程。很多大企

业都是自建云平台， 越是大企业内部

的层次越多，需要边缘计算。 中小企业

可以共享第三方的云平台， 可以节省

成本，但是如果距离太远，也需要边缘

计算的平台。 未来会有超过 50%的数

据是在边缘处理的，到 2020 年边缘要

占到物联网支出的 18%。 工业互联网

还有非常好的前景。 ” 邬贺铨说。

邬贺铨说，5G 人工智能大数据移

动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的协同融

合，点燃新时代的引擎，推动消费互联

网向纵深发展。到 2035 年，5G、人工智

能、工业物联网将为经济增长贡献 10

到 15 亿美元。

“当前互联网从消费互联网转向

工业物联网，前期充满挑战，我们要抓

住技术发展机遇，强化驱动，发展数字

经济，建设网络强国。 ” 邬贺铨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数字技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

抓住互联网转场机遇建设网络强国

苹果公司副总裁、 大中华区董事

总经理葛越在 “数字经济： 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 高端对话上发表主旨

演讲。 她说，苹果将拥抱这个时代赋予

的机遇，赋能智慧中国。

葛越说， 中国的数字经济已高达

31.3 万亿元，占 GDP 的 34.8%，数字

经济正成为中国经济新增长点。 一个

新时代的来临，都会带来新的机遇，而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会对全世界产生巨

大影响。

葛越说，大数据时代下，产品和服

务的创新改变世界。 数字时代的到来

给传统的教育带来很大的影响， 智慧

中国计划的启动， 代表苹果愿意用技

术与资源惠及中国， 并大力支持扶贫

教育。

“智慧计划将整合苹果在教育方面

所有的资源，让苹果担当一个赋能者的

角色，为学生们贡献一分力。 智慧计划

中，扶贫教育是一个重点。2018年，苹果

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捐款 2500 万

元，用于贵州、四川、青海等地开展学前

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素质化项目。 近年

来，贵州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在扶贫方面也取得了非常突出

的成绩。 ”葛越说。

“除了扶贫项目，苹果还为学生提

供免费的人人能编程和人人能创造的

课程， 目前已经与北京师范大学完成

了适合中国教育体系的课程开发，并

在 63 所本地学校进行试点。 我很期待

看到更多学生能够运用这些课程，帮

助他们获得更加丰富的学习内容。” 葛

越说，通过智慧计划，苹果的 13000 名

员工为留守儿童带去产品和课程，为

这些孩子们创造更多生动、 有趣的学

习体验。 同时，在苹果供应链上的 300

万工人也有机会学习相关课程。 苹果

为中国所带来的是一个能够帮助客户

获得最佳体验的平台， 一个能够帮助

年轻人发展的平台。

葛越说， 苹果的愿景就是通过数

字创新， 为孩子们和年轻人提供接受

教育的机会， 从而帮助他们获得自主

创新的能力。 同时，为大数据时代下的

产业提供一个通往世界的平台， 为中

国的创新与发展作出努力， 拥抱这个

时代赋予的机遇。

苹果公司副总裁、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葛越：

拥抱时代机遇，赋能智慧中国

房天下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莫天

全在“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 高端对话上发表题为“大数据

与产业实践” 的主旨演讲。 他认为，能

否用数据来描述， 是衡量一个行业或

市场成熟与否的关键。

演讲中， 莫天全以中指控股有限

公司 25 年的发展历程作为印证，分享

了数据如何产业化、 产业如何数据化

的经验。莫天全说，从 1994 年，中国房

地产指数系统成立， 开始运用数据化

来研究、分析产业，进入数据库建立阶

段；到 2016 年，房天下大数据评估系

统上线， 进入数据互动阶段； 再到

2018 年， 一站式服务平台———土地云

上线，进入数据高质量、多维度、多渠

道发展阶段。

莫天全说，1994 年，中国房地产

指数系统成立， 这是数据库建立阶

段 。 “这是我们最早涉足房地产数

据的一个成果， 是非常传统的数据

产业化，25 年前还谈不上大数据 ，

我们只是单向的收集、 加工、 发布

数据， 并没有互动。 这个指数系统

的建立 ， 经历了从理论研究到实

践 、到发布 、到鉴定，一直到数据库

成立整个过程。 ”

“数据库不是一天造就的，它是

一个长期的进程， 我们用了 20 年，

建立起 25 个数据库来积累房地产

数据， 成了行业内的一个风向标 ，

同时，也为政府和企业做决策提供

了数据依据。 ” 莫天全说，目前，这

一系统已覆盖 2300 个城市、37 万个

住宅物业项目、 近 5 万个商业地产

项目。

“数据互动阶段，2016 年，房天下

大数据评估系统上线。 这个系统能够

利用大量的新房、二手房、挂牌数据和

交易数据， 实时提供一百个城市住宅

房产动态评估， 为房屋买卖双方进行

评估，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这一套系

统的数据化，不再是静态数据，而是动

态数据。 ” 莫天全说，这个阶段，基于

数据的扩大，一个好的、实时准确的结

果得以实现， 互动的特色开始凸显。

“可见， 数据的产业化要有从理论设

计到应用、 鉴定等这一整套严谨的体

系。 因为数据得出来的产品要经得起

考验。 ”

莫天全说，2018 年进入数据高

质量、多维度、多渠道的阶段 ，土地

云上线。 2017 年，在国家大数据政策

的牵引指导下，中指控股基于 20 年

的行业研究， 整合城市及互联网大

数据， 利用大数据处理搭建了土地

云这一应用。

“土地行业每年有超过 10 万亿的

交易量，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我们把土

地住宅、写字楼商铺、企业、购房者等

数据全部整合到土地云，提供高质量、

多维度、多渠道的数据。 ” 莫天全说，

目前，土地云覆盖了 78 个城市、92 万

个土地数据， 有 7200 万的 POI 数据，

集土地的资讯、移动的勘察、地块的分

析、一键生成报告等服务于一体，互动

性更强，效率更高。

“现在，中指控股已经通过了美

国证券交易所的基本审批， 在不久的

将来应该能够在纳斯达克正式挂牌。

我们下一步的数据发展方向， 是将我

们的技术与中国的具体数据紧密结合

起来。 ” 莫天全说。

房天下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莫天全：

一个行业或市场是否成熟，关键看能否用数据来描述

数字化助力城市创新发展

———“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高端对话嘉宾观点荟萃

5 月 26 日，2019 数博会“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高端对话举行。

会上，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苹果公司副总裁、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葛越，房天下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莫天全，满帮集团董事局主席王刚等国内外嘉宾发表演讲、进行对话，深入讨论数字化深入发

展带来的经济体系变化、社会经济影响，分享总结了数字化在城市创新发展中的实践经验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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