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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内 国内大数据产业市
场规模破万亿

2017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
正式印发了《大数据产业发展规
划（2016-2020年）》，全面部署

“十三五”时期大数据产业发展工
作。据工信部预测数据显示，到
2020年大数据相关产品和服务业
务收入将突破1万亿元，复合年增
长率保持在30%左右，市场前景
广阔。

据了解，2016年中国移动物联
网接入规模近1亿，计划2017年物
联网等智能连接数达到2亿，2020
年连接数量有望较2015年“翻一
番”。中国电信目前累积数据量达
到30PB，数据条数达到67万亿。中
国联通大数据平台2016年实现
4400个节点，2017年将达到6000个
节点、220PB。业内人士表示，大数
据技术已经从概念普及阶段快速
过渡到成长落地阶段。

中国移动：西部最大云计算
中心 助力5G

5月16日正式在成都投产的
四川移动“中国（西部）云计算中

心，将有效推动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5G等新技术的研发创
新，有效保证全省中国移动用户
对有线宽带、移动4G网络以及未
来移动5G网络的高速体验，促进
政务、教育、医疗、交通、休闲等各
个民生领域的综合效率提升。

未来五年内，整个中心可提
供1000Tbps接入带宽及300Tbps
出口等带宽、4000PB存储能力。
据透露，在成都展开的5G测试需
要超高带宽，其下载速率将超过
1G/秒，这对网络的需求“从当初
的双向四车道跃升到双向十二车
道”，四川移动相关人士表示“而
云计算中心恰恰能提供十二车
道。”预计年底前将有超过30家高
新企业入驻孵化，未来将引入全国
TOP100的高新企业相继入驻。

中国联通：打造全产业链共
赢的大数据生态体系

从2012年组建集团统一数据
中心开始，经历了大数据管理从
无到有的过程，构建了国内除
BAT外最大的大数据混搭平台。

据悉，目前，联通的大数据平
台存储容量达85PB，平台上集中

了全国超过4.1亿的用户数据和
用户实时位置数据，建立了涵盖
行为偏好类、身份属性类、APP终
端类……等九大类。共计3800多
个用户标签体系；可轻松识别4亿
个用户上网网址，20万个互联网
产品，约4200个手机品牌，10.5万
个终端型号；可日处理5480亿条
上网记录信息，670亿条位置信
息，170亿条计费详单。

联通相关人士表示，在充分
保护用户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联
通一方面利用大数据对自身的网
络和服务进行升级，同时推动大
数据在现代城市运营、工业产业
升级、商业智能落地、民生服务优
化等各领域的应用。为此，中国联
通携手招商银行、蚂蚁金服、多个
领域的合作伙伴，共同打造了全
产业链共赢的大数据生态体系。
目前，中国联通的大数据平台，包
含了其31个省公司的用户数据，
在此基础上，中国联通已推出了
征信风控、沃指数、精准营销、用
户标签、能力开放平台、智慧足
迹、沃旅游、沃广告、沃政务共九
类数据产品。

成都商报记者 庞健 郭晶晶

5月15日，一场以“迎战高温 冻结
酷暑”为主题的苏宁夏季百日攻略发
布会在苏宁城市奥特莱斯举行。四川
苏宁副总经理彭文松在会上宣布，四
川苏宁将从5月份开始，以用户体验为
核心，发起一场全品类、全渠道、全区
域、全天候的促销让利“百日攻略”，将
以5.20万人空巷抢空调为开端，一直
延续到8.18大促。

据了解，5月20日，四川苏宁准时
掀起2017年度的“万人空巷”抢空调大
促，并以此强势打响四川苏宁夏季百

日攻略的开门头炮！
除了常规的爆款、买赠、满减福

利，此次苏宁空调会有什么新的举措
呢？据介绍，5月4日，苏宁空调在全川
范围内开启“全城寻找老发票”活动，
活动将持续至17日。活动期间，顾客持
所在城市十年以上在苏宁购买空调的
老发票原件，即可到指定门店兑换价
值千元的专属大礼包一份。千元礼包
包括200元会员专享空调无敌券、200
元香薰魔盒、150元空调清洗卡、300元
空调移机卡及300元苏宁金融理财券，

给足消费者福利。
年中庆之前，苏宁就会开放15款

爆款机型提前定金开团。而在活动期
间，将有晒出苏宁老友票，赢0元对开
门冰箱；“满1000返1000（200元家电现
金券+800元异业券）；购物满9999元送
苏宁入川15周年纪念邮册；套餐购物
满20000元/30000元返2000/3000现金
券；购物发票抽百台戴森无线吸尘器/
旅游大奖等一系列大力度让利活动感
恩全川消费者。

（郭晶晶）

近日应季水果大量上市，网
购生鲜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选
择，为体验各个生鲜电商平台的
商品和配送质量，成都商报记者
选择了芒果、苹果、香梨和猕猴桃
四大品类，在几家具有代表性的
电商同时下单。

配送速度：
最快的是京东

4月27日、5月11、5月12日三
天，记者分时段在上述电商的App
及网页开始统一下单，为了公平
起见下单商品均为同样的水果。

以4月27日下午下单的香梨
为例，记者家住成都三环外，配送
时间有两个选择：4月28日上午9
点-15点，15点-23点进行配送，因
为第二天是上班时间，选择了后

一个时间段配送，京东配送小哥
很准时，4月28日下午16点左右打
来了电话。如果收货地址改到市
区三环内，可选择“京准达”服务，
下单后可以预约未来一周的9
点-22点的任何两小时内送货。记
者注意到，发货路径和是否在当
地有仓成为配送速度的关键，京
东生鲜的香梨就是发自成都仓。

在配送速度上，四种水果的
订单配送速度最快的都是京东，
记者在5月11日10点过下单的一
箱新疆苹果，选择“京准达”后，在
第二天上午11点就收到了货品，
基本半天就可以送达。

签收体验：
京东生鲜有冰袋配送箱

在签收环节的体验里，京东
快递小哥标准比较统一，一般都
是先打电话表示可以亲自送上
门，“最近我们新推出了现场开箱
验货‘即刻赔’服务，签收时现场
给您开箱验货，如有问题，我现场
给您处理哈。”说着麻利地打开箱
子，纸箱里每一颗梨子都被独立
包装着，外面有网格里面还有纸
包住，检查完每一颗后，快递小哥

才安心走了。此外配送环节都有
冰袋或者保温箱配送。

京东推出“优鲜赔”服务，消
费者在签收商品后若发现有损
坏，可在签收后48小时内线上提
交售后申请，将在100分钟内快速
响应，无需返还商品即可享受相
应赔付。其他平台大多表示可以
支持开箱验货，如水果有烂可以
拒收。

专家分析：
生鲜电商配送和质量是关键

成都电商协会会长徐震表
示，现在生鲜电商众多，市场需求
增大，竞争日益白热化，不过还处
于摸索阶段，竞争从以前的单纯
拼价格转移到全方位的服务包括
配送、物流、售后等，特别是生鲜
水果对物流配送以及品质要求非
常高，未来生鲜电商肯定走规模
化集约化路线，各家电商也是围
绕提高客户满意度在“下功夫”。
还有专家表示，生鲜是一个非常
考验成本和效率的行业，“如果没
有规模化优势，很难把配送和成
本降下来，未来大企业和平台会
占到优势。”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免费提速
送手机送流量优惠巨多

“现在办理移动宽带，优惠多得实
在难以抗拒，尤其这次推出的‘幸福1+
1’，宽带免费不说还再送话费，送手机，
每月3个G的超高流量赠送全家人随便
乱用也紧够了！况且移动用户办理又不
用换号，很方便！”家住成都攀成钢片区
的李先生对记者道。“当然，更令人心动
的还有移动推出的‘先装机，后付款’服
务，好不好先用了再给钱！并且在装维
上还有个‘超时赔付’承诺，这些都是很
提气很接地气也是需要勇气推出的服
务，既然我们所有的后顾之忧都没有
了，那凭啥不用移动宽带呢。”

据了解，此次宽带惠民在大幅提
升家庭宽带品质的同时，资费却进一
步降低，凡是移动4G用户均可免费使
用移动光宽带和互联网电视，而“幸福
1+1”计划来得更贴心，凡新办理宽带
的签约客户，即可免费获取幸福卡，享
受到连续3个月话费、3个G流量全家
共享！此外，还有免费提速、免费送手
机2台、5元5G/月流量包、第二台机顶

盒免费领等活动。
据悉，近年来随着移动宽带在品

质和服务上的不断提升，特别是普遍
家庭带宽达到100M，并且上下行速率
一致（注：通常百兆宽带上下行速率不
对称，上行速率慢会影响网速）后，选
择移动宽带的用户越来越多。这次移
动宽带全面升级，新办理移动宽带的
用户也大大超过以往。

全面提升
互联网电视再次升级

事实上，四川移动宽带惠民不仅
在资费上、服务上，此次借5.17之机在
互联网电视内容和品质上更是做了全
面提升。据小区移动宽带服务站员工
介绍，这次互联网电视全面升级，新
增的真4K电视，画质全面提升，内容更
精彩。而裸眼VR则能实现虚拟现实交
互，让人身临其境。此外，通过智能语
音控制功能，用户用声音即可轻松控
制机顶盒，搜索节目也更简单方便。新
增的视频VoLTE通话，可以通过电视
与4G手机视频通话，全家沟通更畅
快。此外，新开辟的数字生活专区，集

成了在线购物、在线医疗、智能家居等
丰富应用，也让用户享受到数字生活
服务的简便快捷。

全新数字家庭
让居家生活更精彩

据悉目前四川移动推进“大连接”
战略，致力开创数字化家庭产业新格
局，与众多高科技企业共建智慧家庭系
统，推出了和家亲、和家游、和家学、和
家安等诸多智能应用，涵盖了家庭视频
通话、家庭安防、家庭娱乐、家庭健康等
各个方面。在成都建发金沙里小区，一
位移动用户介绍到：“早上起床，走进浴
室，镜子开始显示今日温度和空气质
量，提醒我和家人该穿什么衣服。智能
空气监测设备，直接与空气净化器连
接，根据实时空气情况选择是否打开净
化器。我坐在办公室里，也随时可以用
手机查看家里老人和小宝宝的情况。下
班回家的路上，我就能用手机打开窗
帘、打开客厅的灯、放好洗澡水。另外，
智能安防系统让我不用担心家里被盗
或是出现燃气安全问题。全新的智慧家
庭系统简直刷新了我的家居理念。”

四川移动宽带惠民
更多更好更精彩

感恩3000万 回馈再升级 四川移动5.17提速降费惠民行动

值此5.17世界电
信日来临之际，四川
移动借全省移动4G
用户超过3000万之
机，全面推出“感恩
3000万，回馈再升
级”提速降费惠民行
动，除了手机惠民、流
量惠民外，宽带惠民
也是本次活动的一大
亮点。一些动作麻利
的移动用户，已通过
本次活动享受到移动
宽带优惠多、服务优
以及全面升级换代后
高品质宽带、互联网
电视和数字家庭生活
带来的快感！

战高温 就要爽一“夏”
十三项大促燃爆全川 苏宁启动“夏季百日攻略”

广告

西部最大数据中心昨在蓉投产
运营商逐鹿大数据

近日，移动、联通、电信等运营商相继公布2017年
大数据运营规划以及国家有关大数据产业“十三五”
规划发布，国内大数据产业尤其是电信大数据的真正
利用将迎来新发展机遇。如果说2016年是电信大数据
运营元年的话，那么2017年必然是加速成长的一年。

5月16日，作为中国西部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性
能最强的云计算资源池、最丰富的大数据资源库的四
川移动“中国（西部）云计算中心宣布投产，这坐被喻
为“数字银行”的云计算中心将为5G技术在四川落地
发挥重要作用。

电商生鲜配送真实体验：配送速度和服务京东占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