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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直播带货””究竟还究竟还

能火多久能火多久？？它只是一个短它只是一个短

期的风口期的风口，，不久就会被另不久就会被另

一个新生事物所代替一个新生事物所代替，，还还

是会成为数字营销的一种是会成为数字营销的一种

方式而长期存在方式而长期存在？？

国际咨询公司国际咨询公司 GartnerGartner

近日指出近日指出，，直播带货以及直播带货以及

视频直播技术和运营会在视频直播技术和运营会在

22-- 55 年 后 达 到 较 高 成 熟年 后 达 到 较 高 成 熟

度度，，成为一种主流的数字成为一种主流的数字

营销手段营销手段。。

直播带货的存在已经直播带货的存在已经

有两三年有两三年，，之前一直都属之前一直都属

于比较小众的营销手段于比较小众的营销手段，，

主要吸引的是社交和视频主要吸引的是社交和视频

服务比较活跃的年轻用服务比较活跃的年轻用

户户。。而新冠肺炎疫情让视而新冠肺炎疫情让视

频直播成为全民营销的风频直播成为全民营销的风

口口，，其依靠着低门槛其依靠着低门槛、、低低

成本和大流量一跃成为目成本和大流量一跃成为目

前最火的行业前最火的行业。。

不仅主流电商企业在不仅主流电商企业在

竞相用直播带流量竞相用直播带流量，，而且而且

一些传统品牌也在用直播一些传统品牌也在用直播

聚集人气聚集人气，，在让品牌变得在让品牌变得

更亲民的同时更亲民的同时，，也力图挽也力图挽

回一些在疫情期间损失的回一些在疫情期间损失的

销售销售。。

GartnerGartner 进 一 步 分 析进 一 步 分 析

道道，，新技术的炒作周期分新技术的炒作周期分

为五个阶段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第一阶段是

创新的萌发创新的萌发：：新技术刚面新技术刚面

世世，，用户对其价值和性能用户对其价值和性能

还不甚了解还不甚了解，，媒体报道也媒体报道也

较少较少。。第二阶段是炒作的第二阶段是炒作的

顶峰顶峰：：技术知晓度到达顶技术知晓度到达顶

峰峰，，大量的媒体报道以及大量的媒体报道以及

厂商的炒作厂商的炒作，，使其价格远使其价格远

远高于实际价值远高于实际价值。。第三阶第三阶

段是失望的低谷段是失望的低谷：：泡沫破泡沫破

灭灭，，迫使技术拥有者投入迫使技术拥有者投入

更多精力提升技术的能更多精力提升技术的能

力力、、可靠性和实用性可靠性和实用性，，从从

而使其价格回归价值而使其价格回归价值。。第第

四阶段是提升的缓坡四阶段是提升的缓坡：：随随

着价值的不断提升着价值的不断提升，，技术技术

被更多用户使用和接受被更多用户使用和接受，，

带来被市场认可的商业价带来被市场认可的商业价

值值。。第五阶段是生产力平第五阶段是生产力平

原原：：技术达到较高成熟技术达到较高成熟

度度，，成为市场主流成为市场主流。。

GartnerGartner 公司认为公司认为““直直

播带货播带货””目前处于炒作的目前处于炒作的

顶峰顶峰，，公众对其有着很高公众对其有着很高

的期望的期望，，但没有意识到要但没有意识到要

成功运营直播频道所面临成功运营直播频道所面临

的挑战的挑战。。不仅要有能带动不仅要有能带动

流量的网红主播流量的网红主播，，而且直而且直

播运营团队对于用户的喜播运营团队对于用户的喜

好好、、选品和定价要有精准选品和定价要有精准

把握把握，，保证直播期间的销保证直播期间的销

量能达到预期量能达到预期。。

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品牌要品牌要

通过直播提升知名度通过直播提升知名度，，通通

过一两款导流产品来带动过一两款导流产品来带动

更多产品的销售更多产品的销售。。这就涉这就涉

及当用户从直播平台到达及当用户从直播平台到达

购物平台后如何通过一些购物平台后如何通过一些

个性化的内容展现和产品个性化的内容展现和产品

推荐来最大程度地留住客推荐来最大程度地留住客

户户，，从而提高客单价并实从而提高客单价并实

现后期的重复购买现后期的重复购买。。这些这些

后面的功课是很多品牌还后面的功课是很多品牌还

没有来得及思考的没有来得及思考的，，如果如果

仅仅把关注力放在如何在仅仅把关注力放在如何在

直播平台上提高流量而忽直播平台上提高流量而忽

略了电商平台的建设略了电商平台的建设，，这这

样会让他们在直播上的投样会让他们在直播上的投

入不能产生最大效益入不能产生最大效益。。

GartnerGartner 公司认为公司认为，，直直

播带货以及视频直播技术播带货以及视频直播技术

和运营会在和运营会在 22--55 年后成为年后成为

一种主流的数字营销手一种主流的数字营销手

段段。。它的一些优势它的一些优势，，比如比如

和观众实时互动和观众实时互动、、最短路最短路

径了解用户喜好径了解用户喜好、、为品牌为品牌

提供产品设计和选品的反提供产品设计和选品的反

馈及建议馈及建议、、短时间内提升短时间内提升

品牌知名度和聚集人气都品牌知名度和聚集人气都

是其他营销方式无法取代是其他营销方式无法取代

的的。。 （刘欣）

本报记者 吴琼

提到基建提到基建，，多数人会以多数人会以

为是为是““修路造桥修路造桥”。”。而今年而今年

这波新基建方案和传统的方这波新基建方案和传统的方

案完全不同案完全不同。。55 月月 77 日日，，上上

海市政府正式发布海市政府正式发布《《上海市上海市

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

方案方案（（20202020--20222022年年）》，）》，明明

确了上海将围绕确了上海将围绕44大重点领大重点领

域域，，全力实施全力实施 44 大建设行大建设行

动动，，未来未来 33 年投资年投资 27002700 亿亿

元元。。其中其中，，一半左右和汽车一半左右和汽车

相关相关。。

上海市交通委一级巡视上海市交通委一级巡视

员蔡军说员蔡军说，，未来未来33年年，，上海上海

在交通新基建的绿色交通方在交通新基建的绿色交通方

面面，，将持续完善新能源汽车将持续完善新能源汽车

充换电设施公共数据与市级充换电设施公共数据与市级

平台服务功能平台服务功能，，建成各类充建成各类充

换电设施近换电设施近2828万个万个。。33年内年内

新建新建1010万个电动汽车智能充万个电动汽车智能充

电桩电桩，，重点推进经营性充电重点推进经营性充电

桩和新能源出租车充电示范桩和新能源出租车充电示范

站建设站建设。。这意味着这意味着，，未来未来 33

年年，，上海市充电桩数量将增上海市充电桩数量将增

长长3636%%。。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上海市城乡建设和

交 通交 通 发 展 研 究 院 发 布 的发 展 研 究 院 发 布 的

《《20192019 年上海市综合交通运年上海市综合交通运

行年报行年报》》显示显示，，20192019年年，，上海上海

市共计有充电市共计有充电桩桩2727..77万个万个。。

公用充电桩增幅将超过公用充电桩增幅将超过

私人充电桩私人充电桩。。据记者了解据记者了解，，

在新基建和补贴带动下在新基建和补贴带动下，，国国

网网（（充电桩充电桩））上海招标量将上海招标量将

快速提升快速提升。。除传统电力巨头除传统电力巨头

外外，，场外资本和整车企业也场外资本和整车企业也

早已布局充电桩早已布局充电桩。。例如例如，，在在

充电运营商中充电运营商中，，上汽集团旗上汽集团旗

下的安悦充电目前排名前下的安悦充电目前排名前

十十。。

上海版新基建指出上海版新基建指出，，将将

建设国内领先的车路协同车建设国内领先的车路协同车

联网和智慧道路联网和智慧道路。。业内纷纷业内纷纷

预测预测，，汽车芯片汽车芯片、、传感器等传感器等

智能汽车细分市场将迎来大智能汽车细分市场将迎来大

发展发展。。

招 商 证 券 指 出招 商 证 券 指 出 ，“，“AIAI

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对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对 AIAI

领域投资的提速领域投资的提速，，相关底层相关底层

硬件和通用硬件和通用 AIAI 技术及平台技术及平台

的基础设施投资至的基础设施投资至20252025年累年累

计规模预计达计规模预计达 20002000 亿元左亿元左

右右。。其中其中，，全国全国 AIAI 芯片新芯片新

增投资规模预计累计增加增投资规模预计累计增加

800800 亿元左右亿元左右，，机器视觉领机器视觉领

域新增投资规模累计增加域新增投资规模累计增加

250250亿元左右亿元左右，，因因AIAI带来的带来的

云平台云平台、、数据服务数据服务、、OSOS 新新

增投资规模累计增加增投资规模累计增加10001000亿亿

元左右元左右。”。”目前目前，，上海版新上海版新

基建未透露具体投资额度基建未透露具体投资额度。。

作为智能汽车作为智能汽车、、智慧城智慧城

市市““眼睛眼睛””的传感器的传感器，，或成或成

为最大受益市场为最大受益市场。。

从整车行业看从整车行业看，，智能驾智能驾

驶是人工智能皇冠上的明驶是人工智能皇冠上的明

珠珠，，目前可望但还远不可目前可望但还远不可

及及。。实现智能驾驶的前提实现智能驾驶的前提，，

是具有完善的传感能力是具有完善的传感能力。。这这

需要激光雷达需要激光雷达、、超声波雷超声波雷

达达、、毫米波雷达毫米波雷达、、自动驾驶自动驾驶

摄像头摄像头、、MEMSMEMS传感器等相传感器等相

关传感器共同配合关传感器共同配合，，才能兼才能兼

顾成本和需求顾成本和需求。。

近年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汽越来越多的汽

车搭载了车搭载了 ADASADAS，，这大幅提这大幅提

升了传感器的需求升了传感器的需求，，因为因为

ADASADAS 可融合多种传感器可融合多种传感器。。

车道识别车道识别、、交通标识识别交通标识识别，，

以及后方障碍物检测需要摄以及后方障碍物检测需要摄

像头像头、、毫米波雷达连续跟踪毫米波雷达连续跟踪

识别道路上车道线识别道路上车道线、、交通标交通标

识识、、交通信号交通信号；；行人及车辆行人及车辆

检测需要用到毫米波雷达检测需要用到毫米波雷达、、

红外摄像头等来快速检测车红外摄像头等来快速检测车

辆前方行人辆前方行人、、车辆危险程车辆危险程

度度；；车辆定位需要车辆定位需要GPSGPS、、短短

波通信波通信。。

在汽车中在汽车中，，MEMSMEMS传感传感

器广泛用于电子车身稳定程器广泛用于电子车身稳定程

序序 （（ESPESP） 、） 、 防 抱 死防 抱 死

（（ABSABS）、）、电控悬挂电控悬挂 （（ECSECS）、）、

胎 压 监 控胎 压 监 控 （（TPMSTPMS）） 等 系等 系

统统。。其中其中，，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加加

速计速计、、陀螺仪与流量传感器陀螺仪与流量传感器

是汽车中使用最多的是汽车中使用最多的MEMSMEMS

传感器传感器，，占汽车占汽车MEMSMEMS系统系统

的的9999%%。。

MEMSMEMS传感器市场会增传感器市场会增

加多少加多少？？不妨看一下数据不妨看一下数据。。

汽车越智能汽车越智能、、越高档越高档，，用的用的

MEMSMEMS 传感器就越多传感器就越多。。目目

前前，，平均每辆汽车包含平均每辆汽车包含2424个个

MEMSMEMS传感器传感器，，平均每辆高平均每辆高

档 汽 车 采 用档 汽 车 采 用 2525-- 4040 个个

MEMSMEMS传感器传感器。。常用常用MEMSMEMS

传 感 器 后 装 单 车 价 值 在传 感 器 后 装 单 车 价 值 在

20002000～～2000020000 元不等元不等；；合资合资

车通常不低于车通常不低于40004000元元，，自主自主

品牌通常约为品牌通常约为20002000元元，，高端高端

车型约为车型约为1000010000～～2000020000元元。。

以毫米波雷达细分市场以毫米波雷达细分市场

为例为例，，上海已经涌现出有竞上海已经涌现出有竞

争力的企业争力的企业。。其中其中，，华域汽华域汽

车于车于20172017年年底就量产了国年年底就量产了国

内首款自主研发内首款自主研发、、具有独立具有独立

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的2424GHzGHz后向毫米后向毫米

波雷达波雷达。。

新基建是全球需求下行新基建是全球需求下行

环境下的环境下的““增量逻辑增量逻辑””举举

措措，，属于新时期的逆周期刺属于新时期的逆周期刺

激激，，不受全球需求下行的影不受全球需求下行的影

响响，，具有较高的确定性具有较高的确定性。。而而

且且，，上海版新基建扶持的方上海版新基建扶持的方

向向，，不仅代表了政府的希不仅代表了政府的希

望望，，更是消费者长远需求所更是消费者长远需求所

在在。。是否抓住新基建带来的是否抓住新基建带来的

机会机会，，将决定企业的未来将决定企业的未来。。

想抓住机会想抓住机会，，必须提高必须提高

技术竞争力技术竞争力。。或通过自主研或通过自主研

发发，，坚持聚焦坚持聚焦，，打造细分市打造细分市

场的小巨人场的小巨人，，如华域汽车在如华域汽车在

2424GHzGHz后向毫米波雷达等一后向毫米波雷达等一

系列领域的自主突破系列领域的自主突破。。或通或通

过收购兼并过收购兼并，，结合中国需结合中国需

求求，，迅速提升技术实力迅速提升技术实力，，如如

均胜电子等均胜电子等。。

上海版新基建带给汽车业新机会

在国家发改委召开的在国家发改委召开的 44

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发

改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司改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司

长伍浩说长伍浩说：“：“关于新型基础关于新型基础

设施的概念设施的概念，，我们认真学习我们认真学习

中央有关文件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要精神和要

求求，，系统梳理国内外发展现系统梳理国内外发展现

状状，，初步研究认为初步研究认为，，新型基新型基

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

领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以

信息网络为基础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面向高质

量发展需要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提供数字转

型型、、智能升级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融合创新等

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伍浩表示伍浩表示，，目前来看目前来看，，

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33个个

方面内容方面内容：：

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主

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

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比

如如，，以以 55GG、、物联网物联网、、工业工业

互联网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卫星互联网为代表

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以人

工智能工智能、、云计算云计算、、区块链等区块链等

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

以数据中心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智能计算中心

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

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主

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大

数据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支

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

进而形成融合基础设施进而形成融合基础设施，，比比

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智慧

能源基础设施等能源基础设施等。。

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主

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技术

开发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

属性的基础设施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比如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科教基础设

施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

等等。。

““当然当然，，伴随着技术革伴随着技术革

命和产业变革命和产业变革，，新型基础设新型基础设

施的内涵施的内涵、、外延也不是一成外延也不是一成

不变的不变的，，我们将持续跟踪研我们将持续跟踪研

究究。”。”伍浩补充道伍浩补充道。。

至此至此，“，“新基建新基建””概念概念

有了正式有了正式、、明确的官方定明确的官方定

义义。。在此之前在此之前，，关于新基关于新基

建建，，市场上普遍解读认为市场上普遍解读认为，，

其包括了七个方面的内容其包括了七个方面的内容：：

55GG 基建基建、、特高压特高压、、城际高城际高

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新

能源汽车充电桩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大数据中

心心、、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工业互联工业互联

网网。。我们能够明显看出我们能够明显看出，，和和

此前的流行解读相比此前的流行解读相比，，此次此次

发改委对发改委对““新基建新基建””的解的解

释释，，涵盖范围更大涵盖范围更大，，也更具也更具

有延展性有延展性。。 （王文）

“新基建”到底是什么？

“直播带货”还能火多久？

充电桩和加氢站 汽车芯片和传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