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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
“新基建”赋能后“疫”时代
本报记者 江金骐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肆虐的
疫情让诸多社会公共服务几乎停
摆，
但以 5G、无人机、机器人、3D 打
印等为代表的“黑科技”，在医疗、
配送、巡检等方面大显身手，屡建
奇功。
3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加快 5G 网
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进度，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当此之时，
《中国企业报》记者观察
到，
“ 新基建”从信息通信领域开
始，
迅速刷屏。
“目前参与‘新基建’最多的是
央企，效率比较好的股份制企业。”
3 月 21 日，在一场以“新基建、新动
力、新机遇”为主题的视频直播中，
华为中国 5G 创新部部长王法、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李季等与会
嘉宾认为，这些企业一直走在技术
运用前端，一直接受新的管理思
路，在构建未来社会新的“循环系
统”中，早规划、早研发、早投入、早
建设的企业，一定蓄势更足、动能
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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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新业态
其实，
“新基建”并不是一个新概念。
2018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明
确了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
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定位。主要包
含 5G 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
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
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
领域。
在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加强新
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被列入。2020
年的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再提“新基
建”。这次疫情防控有关新技术的应用，
无疑又为“新基建”发展按下“快进键”。
“国家此时重点提出加快发展‘新基
建’，不仅能减缓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冲
击，推动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促进传统
行业转型升级，还将为提升社会治理能

注重产业链协同
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打下坚实基础。”有专
家表示，随着 5G 网络的逐步完善，
“基础
应用+X”的模式，将继续在工业、交通、教
育、旅游等行业快速复制，
形成庞大的 5G
行业应用矩阵，
推动众多新业态形成。
比如，江浙沪皖长三角地区，已经启
动打通基于支付宝上健康码的互认，实
现经济带内安全的数字化的人员往来；
河南企业通过钉钉，实现了安全有序的
复工复产；江西政府通过支付宝上的“赣
服通”平台，让数字工具成为疫情期间民
生服务的主渠道；海南则活用淘宝直播，
市县区干部上阵，
帮助销售滞销农产品。
记者通过梳理发现，就这次投入抗
“疫”
一线的服务机器人来说，
大多由原用
于公共场所的服务机器人改造而来。成
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的服务机器
人，参与抗“疫”前，已在中国二十多个省

份的公共场所投用。由此，
集中体现人工
智能的机器人，其潜力之大，难以想象。
对此，最近更新的 IDC《全球机器人及无
人机支出指南》显示，中国机器人和无人
机及相关服务的支出额持续高速增长，
到
2022 年将达到 805.2 亿美元，2018—2022
年复合年增长率达到 27%。该指南指出，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预计到
2022 年将占全球总量的 38%以上。
考 虑 到 疫 情 冲 击 宏 观 经 济 ，加 之
2020 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十三
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下一步，基建稳投
资、稳增长将成为先手棋，而“新基建”发
力也顺理成章。其中的特高压，作为“新
基建”七大典型的产业之一，不仅明示了
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提质振兴的方
向，而且，在业态建设上，具有产业链长、
带动力强、综合效益好等诸多优势。

到巴西、巴基斯坦等国家。在充电桩基
础设施建设上，有专家预测，未来 10 年全
国将形成 1.02 万亿元的市场。
如果说特高压是“新基建”的典型领
域，
那么 5G 是“新基建”
的重中之重。
公开信息显示，以中国三大电信运
营巨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
信，以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简称
“中国电子”
）等为代表的科技型央企，近
年均在大幅投资“新基建”
项目。
中国电子作为中国唯一一家以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为主营业务的大型骨干央
企，核心业务分布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战
略性、基础性电子信息产业领域，是中国
网信领域的支柱力量，今年 2 月正式推
出国产化 PKS 体系移动办公平台，为许
多机构提供了灵活便捷、安全合规的移

动信息化解决方案。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2020 年计划
建成 30 万个 5G 基站。中国联通和中国
电信则共同建网，今年计划前三个季度
完成 25 万个 5G 基站的建设。
据了解，到 2020 年底，中国三大电信
运营商和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将累
计建成 60 万个 5G 基站。
除了针对特高压、5G 在加紧研发、投
资和建设，在这次疫情中凸显的数字化
需求，也在“新基建”中有体现，如大数据
中心、工业互联网等，这也是建设能源互
联网的需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央企在“新基建”
中将会有更多的表现，更好地服务于高
质量工业化、高质量城镇化，服务于我国
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央企领衔大格局
毫无疑问，特高压作为“新基建”的
重点建设项目，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家电网”
）将发挥举足轻重的
作用。
3 月 11 日，在一次视频调研会上，国
家电网强调：发挥特高压产业带动力，加
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据国家电网基建
部最新口径，
国家电网全年特高压建设项
目投资规模 1811 亿元，可带动社会投资
3600 亿元，整体规模 5411 亿元,为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继特高压后，
国家
电网还将加快另一“新基建”领域——新
能源汽车充电桩的建设速度。
目前，国家电网的特高压技术和产
品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特高压建设技术
含量高，投资巨大，商业化市场也很大。
该公司的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已经输出

目前，
在整个中国基建投资中，
国家统计局、
工
信部等方面尚未公布关于“新基建”投资的统计。
不少专家认为，尽管目前“新基建”投资规模较小，
不足以撑起稳投资、稳增长的重任，但这并不影响
“新基建”
成为 2020 年中国经济的热门话题。
“原因在于‘新基建’不但更注重于硬核科技，
对上下游产业链来说，还带来很多机遇。”国家电
网能源研究院能源战略与规划研究所室主任伍声
宇表示，发力“新基建”时，一定要注意促进电网本
身和经济社会的双重进步。
以“新基建”对国家电网的上下游产业链作用
为例，伍声宇认为“新基建”既能够纵向打通上下
游产业链，赋能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整
体优化；又能横向打通各基础设施、各能源品种的
壁垒，实现融通增效；更能带动新模式、新业态发
展。所以，从产业链协同角度来看，与特高压相关
的，包括电源、电工装备、用能设备、原材料等产业
链，各产业之间在发展上环环相扣，彼此之间的带
动力极强。
“‘新基建’不是简单的硬件投资，而是有产业
化应用前景的体系承载。”王法以 5G 为例分析认
为，5G 产业链覆盖更广，上游产业主要包括芯片、
光器件、射频器件，中游产业主要包括基站、传输
设备、基站天线，下游产业主要包括运营商市场和
终端设备市场，尤其是 5G 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计算等的结合，带来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比如无
人驾驶、智慧城市、物联网、智能医疗等，将给生活
带来更多便利。
由此可见，
“ 新基建”对各行业的利好，不只
是项目本身，它还是不少新兴产业的依托，不久
的将来，全社会的产业链条或将在此无缝衔接。
对此，
《中国企业报》记者通过梳理相关信息，发
现中国 31 个省区市中，有 25 个省区市在最新公
开的重点项目投资计划表中，都提及“新基建”。
由于“新基建”项目的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
度高、投资风险较大等个性化的特点，部分国资专
家认为，短期内，全国性的“新基建”项目主要由央
企承担，地方性的“新基建”项目由地方国企承担，
部分央企和大型地方国企将成为后“疫”时代的
“新基建”
主力军、产业链协同主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