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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成下一个风口 你嗅到商机了吗？
雷军：加快物联网布局，敲开产业智能化转型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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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商业航天产业
鼓励民企参与重大科研

关注物联网发展的同时，
雷军今年参会还重点关注了在
2018 年热火朝天的商业航天
的发展。

在雷军看来，航天是当今
世界最具挑战性和广泛带动性
的高科技领域之一，为服务国
家发展大局和增进人类福祉作
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在运载、卫星和空
间应用等领域，涌现出太空探
索公司（SpaceX）、蓝色起源
（Blue Origin）、一网（One-
Web）等大批商业航天公司，
被认为是最为活跃的创业领
域之一。

雷军说，商业航天行业规
模未来预计可达数万亿美元，
将迎来空前的发展机遇，可重
复使用火箭、巨型商业星座、商
业载人空间站等航天计划，正
在逐渐成真，彰显出商业航天
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巨
大力量。

雷军建议，我国应加快推
动航天立法，确保民营企业长
期稳定、合理有效利用空间资
源。建立商业航天市场准入
退出、公平竞争、保险和赔偿、
安全监管等机制，构建较为完
善的商业航天法律体系。

商业航天属于快速发展
的新兴行业，门槛高、投资大、
战略意义显著，比多数产业更
容易受到政府监管和行业政
策的影响。可由政府统筹，国
企、民企多方聚力，布局商业
航天产品智能制造，鼓励民
企参与航天装备制造相关的
国家重点项目，加速颠覆性
航 天 技 术 创 新 与 应 用 。 同
时，制定商业航天装备产品
量产及上下游企业的培育政
策及实施细则，加大航天智
能制造技术共享和转化力度，
开放国家航天制造基础设施，
颁布航天试验设施共享目录、
有偿使用收费标准等。应完
善落实政府采购商业航天产
品与服务机制，开放商业航天
公司的行业准入，拓展商业服
务与应用领域。

例如，可以简化商业火箭
发射、航天测控、无线电频率等
审批程序，引导鼓励民营企业
战略性空间资源布局，承担轨
道环境有序可控的应尽责任；
可以进一步开放已有发射场，
新增发射工位，满足高频次商
业发射服务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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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作为全新的连接方式，近年来呈现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董事
长兼CEO雷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物联网的大规模应用与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融合发展，预计
2022年，中国物联网行业市场规模将超7.24万亿元。各行各业的智能化转型如火如荼，物联网作为
连接人、机器和设备的关键支撑技术，应加快推动布局，抓智能化转型机遇。

助制造业实现“智能+”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智
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在雷军看来，推动工
业物联网的应用，是实现制造业“智能+”的必要途径。

雷军表示，物联网应用场景十分广泛，尤其与
车联网、无人驾驶、超高清视频、智能家居等产业深

度融合，进一步应用到制造业、农业、医疗、安全等领
域，为各行各业带来新的增长机遇。

据统计，2018年全球物联网设备已达70亿台；到
2020年，活跃的物联网设备数量预计将增加到100亿
台，到2025年将增加到220亿台。全球物联网产业规
模2008年 500亿美元，2018年近1510亿美元。《2018
年中国5G产业与应用发展白皮书》预计，到2025年中
国物联网连接数将达到53.8 亿，其中5G物联网连接
数达到39.3亿。

他表示，目前全球制造业竞争推动工厂向智能化转
型，物联网作为连接人、机器和设备的关键支撑技术受
到企业的高度关注。即将布局的5G技术优势，将能够
较好满足工业控制需求，同时为制造企业提供远程控制
和数据流量管理工具，以便更高效智能地管理大量的设
备，并通过无线网络对这些设备进行软件更新。

建议：我国应加大对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工业物联
网等重点领域的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引导中央、
地方产业投资基金和社会资本，围绕大
型制造企业上下游进行垂直改造，
加强自动化产线、无人工厂等重
大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打
造虚拟的产业闭环，提
高产业的生产效率和
整体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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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乡村振兴实施战略

物联网+农业会迎来怎样的“春天”？
雷军表示，乡村振兴战略是以发展和创新

的眼光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就是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以创新驱动
乡村振兴发展。

他认为，随着物联网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以及5G技术的应用将为建设智慧农业、数字
乡村奠定坚实科技基础，带动农业实现发展变革。

什么是智慧农业呢？按照业界的说法，智慧农
业以智慧生产为核心，智慧产业链为其提供信息化
服务支撑。目前我国智慧农业有四大应用场景：数
据平台服务、无人机植保、农机自动驾驶以及精细
化养殖。

例如在养殖业，通过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进行
基本信息管理、疾病档案管理、防疫管理、营养繁殖
管理，发展智慧养殖，实现数字化养殖。

在植保方面，借助物联网技术自动探测和记录
区域内的微气候、墒情等环境信息，并结合植物保
护专家系统来精确地预测病虫害的发生，从而通
过无人机喷洒农药，精准高效解决农业生产的植
保问题。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制定出台5G
农业应用补贴和优惠政策，并鼓励社会资

本、运营商、互联网企业等共同参
与，因地制宜规划打造智慧农

业示范区、试验区，并在经验
成熟后进行全国推广，全

面提升农业领域的高
新科技应用程度。

无人驾驶或
最先成“爆点”

“在 5G 众多的应用场
景中，无人驾驶和车联网被认
为 是 最 有 可 能 出 现 的 引 爆
点。”雷军表示，智慧交通对通信网
络有着极高的要求，而大带宽、低时延、
海量的连接数量、严密的覆盖，这些都是 5G技
术的核心优势。

在雷军看来，智慧交通最可能爆发，一方
面因无人驾驶具有巨大的节能潜力，在减少交通
事故、改善拥堵、提高道路及车辆利用率等方面意
义深远，并可直接带动智能汽车后市场等产业的
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全球车联网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信息化、智能化引领，全球车联网服务需求逐渐加
大。基于5G技术的应用，智能交通领域将快速进入
发展上行区间。

记者了解到，在重庆，长安、小康、力帆等汽车企
业，均与百度的智能驾驶Apollo开放平台展开合作，
包括自动驾驶全技术链流程、功能安全及信息安全、
车联网、云服务等领域。

建议：国家应研究、制定和出台关于智能交通的中
长期发展目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支持

产业发展。尤其针对无人驾驶汽车的安全责任问
题、技术试验问题、车联网的国家标准规范、智能芯
片应用等产业发展关键点进行前置研判，通过鼓励
性政策支持交通运输领域智能、安全、可控发展。

智能化为
“健康中国”加速

“物联网技术在医疗
行业也有很广泛的应用

空间。”雷军说，服务患者方
面，可以采用LBS技术实现智能导
诊，优化就诊流程，还可以借助可穿

戴传感器和服务解决方案进行远程护理。
在保障设备质量方面，可以采用各类专用传感器，

跟踪设备使用情况，借助预测性维护来修复关键医疗
设备存在的潜在问题，完善设备运维体系。

环境监测方面，可以通过传感器对ICU室、手术室
等特殊地点进行环境监测和预警。同时，基于医疗护理
全流程的健康大数据，在安全保护前提下的数据标准细
化、完善，以及数据网络的综合利用也显得尤为迫切。

业界看来，在推进智慧医疗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
有多个方面需要关注。比如，互联网医疗相关服务体
系，包括发展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公共卫生服务、互
联网+家庭医生签约等；另外还有医疗行业数据安全
和服务质量安全。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逐步推动新技术在医疗卫
生领域的应用，加快完善医疗物联网和健康大数据相关
标准，制定医疗智能可穿戴设备及配套信息平台行业标
准。同时，出台针对物联网企业在医疗领域投入科学
研究、应用开发的鼓励政策，使云计算、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在
医疗卫生行业更好地集成创新和融合应用，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医疗新需求。

全国人大代
表、小米集团
董 事 长 兼
CEO雷军
受访者供图

商报图形 李璐 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