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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球经济萎缩 5.2%，中国是少数 GDP 增长国
6 月 9 日，《华尔街日报》报道，在过去的 150 年里，全球经济
共遭遇了四次大衰退（见图 1）。世界银行认为与前三次大衰退相比，
这次的经济萎缩涉及面更广，波及国家更多（见图 2），程度更加严
重。世界银行预测，2020 年全球经济萎缩 5.2%，该估值比国际货币
组织在 4 月份发布的全球经济前景中预测值更为悲观，这也从侧面反
映出自 4 月份以来，全球经济呈现出更为清晰、严重的影响后果。

图 1 世界年度 GDP 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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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经济衰退中的国家所占份额

世界银行预测，即使许多发达国家针对新兴国家崛起采取破坏全
球经济的活动，全球经济在 2021 年仍然会出现反弹，
增长率为 4.2%。
其中，美国经济将在 2020 年萎缩 6.1%，于 2021 年反弹 4%；欧盟经
济将在 2020 年萎缩 9.1%，于 2021 年反弹 4.5%。同时，中国是今年
为数不多的 GDP 依然在增长的国家，尽管中国的经济表现也是 45 年
来最差的，但其增长率仍能保持在 1%，
到 2021 年增长率将达到 6.9%。
（产业所 刘如 整理）
特斯拉超越丰田，成为全球第一市值车企
北京时间 6 月 10，全球汽车工业迎来奇点时刻——特斯拉市值
超越丰田，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整车企业。这是汽车智能化、网联化、
电动化和共享化的胜利，也是全球汽车行业转折的时刻。特斯拉在创
下股价新高的同时，市值超过了 1830 亿美元，而丰田由于盘前下跌，
市值已经低于 1800 亿美元，全球市值最高的车易主。
特斯拉的年销量不足 50 万辆，
而丰田的年销量在 1000 万辆左右，
但汽车已经从功能车转向了智能车，新的估值体系出现了。从华尔街
的消息来看，不少的投行将特斯拉的短期股价预期调高到了 1300 美
元，甚至有投资人喊出了今年 2000 美元的目标股价。也就是说，特
斯拉有机会在全球市值最高的车企停留很长的时间，因为对于丰田来
说，股价要涨 30%的可能性不大。
对特斯拉股价利好主要来自以下原因。一是中国销量快速增长。
5 月份，国产 Model 3 的销量达到 1.1 万辆。国产 Model 3 的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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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较高，有机构认为，国产标准续航版的 Model 3 的毛利率接近
40%。二是 Semi 在美国量产。特斯拉的纯电动重卡 Semi 将在内达华
州量产电池和动力总成，但仍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三是特斯拉电池日
虽然一再延期，但是业内对特斯拉电池日公布的技术进展期待奇高。
从目前的消息来看，特斯拉的新电池技术，将在使用次数提升、能量
密度提升、使用成本上降低，并且能跟上汽车的生命周期。四是特斯
拉中国工厂二期前已经封顶，预计在今年年底开始投产。另外，就是
国产 Model Y 同时将会下线交付，更重要的是，100%国产化率的 Model
3 和 Model Y，将会大大提升其盈利水平。也让特斯拉有了打价格战
的底气。
尽管如此，特斯拉还是面临着很多的问题。一是产品品控问题。
二是大规模诉讼，最新的可能大规模诉讼，是加拿大的用户发现特斯
拉的车身漆因为寒冷天气而快速老化，要求特斯拉赔偿无果而提起的
诉讼。在中国，特斯拉也面临着“减配门”和“降价门”的诉讼。三
是 AutoPilot。在 6 月 1 日，台湾一起特斯拉的事故又引发了关注和
讨论，一辆开启了 AutoPilot 功能的特斯拉，并没有识别到前方侧翻
的卡车，AutoPilot 完全没有反应，在撞击前 2 秒车主接管刹车但已
经晚了，万幸的是，并没有导致车主死亡。
对于特斯拉而言，销量现在是其最大的凭借，有了销量，可以降
低成本提高盈利能力，从而让报表更好看，更重要的是，可以大规模
应用新技术，因为规模降低了新技术的成本。特斯拉潜在的盈利能力
和成长空间，主要是全新的电子电器架构，AutoPilot 的能力，以及
在共享出行和能源共享的想象空间，叠加特斯拉不断攀升的销量，是
让特斯拉市值可以超越丰田，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车企的原因。
（产业所 苏楠 整理）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严重下滑，小米逆势增 1.4%
市场调研机构 Gartner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一季度全球智
能手机出货量为 2.99 亿部，同比下滑 20.2%。在出货量排名前 5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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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厂商中，小米出货量同比增长 1.4%，其余 4 家出货量均出现同
比下滑，华为下滑幅度最大为 27.3%，但出货量仍位居第二。根据华
为方面 5 月公布的数据，在全球市场，华为消费者业务全球总销售额
一季度实现同比增长：尽管手机下滑 17%，但 PC 增长 120%，可穿戴
设备增长 60%，路由器增长 70%，TWS 耳机增长 130%。华为方面透露，
其 IoT 设备增长弥补了手机销量的下滑。
Gartner 高级分析师在报告中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让全球智能
手机市场出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下滑，包括中国手机厂商和苹果公司
等均因工厂的临时关闭以及消费者减少支出而受到严重影响。报告数
据显示，三星、华为、苹果、小米和 OPPO 为今年一季度全球智能手
机出货量和市占率排名前 5 的手机品牌。除小米同比增长 1.4%以外，
其他 4 家厂商出货量均出现同比下滑。其中，三星出货量为 5533.3
万部位居榜首，同比下滑 22.7%；华为出货量为 4249.9 万部，同比
下滑 27.3%；苹果出货量为 4090 万部，同比下滑 8.2%；小米出货量
为 2781.7 万部，同比增长 1.4%；OPPO 出货量为 2394.9 万部，同比
下滑 19.1%。
Gartner 在报告中提到，三星市场占有率为 18.5%，位列第一。
虽然其在筹备新机发布时积累了更多零部件库存，但由于线上销售渠
道效率低，导致其网络销售情况要比线下渠道弱的多。而华为出货虽
然量同比降幅最大，但其仍以 14.2%的市场占有率位列第二。Gartner
分析师指出，华为将迎来充满挑战的一年，虽然其已经开发了华为移
动服务（HMS）生态，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无法获得谷歌移动服务
（GMS）授权，还是影响了其海外市场销量。根据华为 5 月公布的数
据，在全球市场，华为消费者业务全球总销售额一季度实现同比增长：
尽管手机下滑 17%，但 PC 增长 120%，可穿戴设备增长 60%，路由器
增长 70%，TWS 耳机增长 130%。另外，谈及苹果手机销量，Gartner
研究副总裁在上述报告中表示，供应链停工和门店关门对 iPhone 的
销售造成了负面影响。如果没有发生疫情，iPhone 很可能会在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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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刷新销量纪录，但供应链停工和消费支出的减少中断了 2 月份的这
一趋势。
报告指出，小米手机销量实现逆势增长，主要得益于 Redmi 设备
在海外市场的进展。IDC 数据显示，一季度小米智能手机中国市场出
货量同比下降 33.8%。不过，小米在西欧等海外市场增长明显，据
Canalys 统计，一季度小米智能手机出货量在西欧同比增长 79.3%。
而除三星和华为之外，前五中出货量降幅最大的是 OPPO（-19.1%）。
Gartner 表示，OPPO 的线下销售是其优势之一，但由于居家办公等迫
使消费者和企业在网上购买产品，导致其线下优势受到影响。
（产业所 朱焕焕 整理）
我国已成功研发出 5G 毫米波芯片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韵洁表示，南京网络通讯与安全紫金山
实验室已研制出 CMOS 毫米波全集成 4 通道相控阵芯片，并完成了芯
片封装和测试，每通道成本将由此前的 1,000 元降至 20 元。同时，
他们封装集成 1024 通道天线单元的毫米波大规模有源天线阵列。芯
片与天线阵列力争 2022 年规模商用于 5G 系统。要建立覆盖全球每个
角落的宽带通信网络，消除信号盲点，必须推动宽带卫星通信和 5G
毫米波通信这两件“工具”商用落地。她形容，毫米波通信频谱资源
丰富，5G 时代选择使用毫米波频段，速度就好比单车道升级为十车
道。
而另有报道，美国苹果（Apple）公司已在研发支持毫米波的 5G
版手机。宽带卫星通信技术则可以将信号覆盖到世界各个角落，美国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在 5 年内发射 4.2 万颗卫星。而在美国打压通
讯设备商华为之后，中国发展本国半导体行业这一长期目标变得更加
紧迫。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 Inc)，不计中
国工厂为海外公司进行的生产，中国公司占全球半导体需求的近四分
之一，但中国国内的半导体产业只能覆盖该需求量的 14%。
业界人士认为，
“这次芯片之争不同以往，5G 既可赋能 C 端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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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 B 端，是一次通信技术的大幅迭代。因此无论是站在普通消费者
还是产业领域的角度来看，都对芯片厂商提供了机遇、提出了挑战。
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在 6 月 5 日的文章中国指出，中国和美国都希
望在芯片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正在将大量资源投入各自的产业。但如
果双方都坚持以零和的眼光来看待竞争，那么真正的赢家可能是第三
方——亚洲或欧洲国家，这些国家将从研发撤离美国中受益。
（产业所 王罗汉 整理）
NEC 生产领域研讨会线上召开，聚焦生产制造领域的 IT 技术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在生产制造领域的不断渗透，制造业转
型升级近在眼前。作为全球 IT 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NEC 利用常年
积累的专有技术和经验，为生产制造领域客户提供支援服务，以数字
化、智能化重塑制造业的未来。
在当前疫情时期，NEC 采取网络研讨会的形式，与行业伙伴及时
探讨交流数字化时代下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之路，以“生产制造领域的
IT 活用”为主题的 NEC 生产领域网络研讨会将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
重磅开启。针对生产现场可视化、无纸化、品质追溯等核心问题，NEC
旗下的日电信息系统（中国）有限公司将进行 NEC 生产领域解决方案
及事例介绍，并通过 AR 技术展示 NEC DX Factory 展厅，带着与会者
远程参观展厅。
作为智能制造的基础，数字化工厂建设的核心是 MES。在智能制
造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今天，在制造企业亟待转型升级的期盼中，MES
如何更好地支撑制造业对智能制造的需求？NEC 自主研发的组合式
MES 解决方案，旨在为制造业用户打造更为敏捷、更高性价比的 MES
系统，助力企业快速成长并有效降低管理成本。以精益生产、数据一
体化/可视化为特性，为企业解决包括制造管理、仓库管理、品质管
理、设备管理、个体识别、品质追溯等在内的诸多课题，拥有快速部
署和高性价比的强大优势。以精准化、精细化、协同化为特点的 MES
解决方案，可实现企业供应链全流程数字化、智慧化，为制造企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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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转型升级奠定坚实的基础。
面向制造业，NEC 以智慧工厂为概念，推出了灵活运用 AI、IoT
等先进技术的下一代 NEC DX Factory 解决方案，涵盖物料管理、生
产/品质管理及整体运营管理等多个管理领域，形成了物体识别追踪、
人脸识别考勤/监控、情感识别作业人员行为分析、作业指导（声音
识别）等解决方案，并在上海设立了“NEC DX Factory”智能制造展
厅，向客户更加直观、形象地展现人工智能技术在工厂运营中的应用。
（产业所 张志昌 整理）
中小企业应用视觉 AI 的五大趋势
视觉 AI 正在走出实验室,面渗入细分实体行业，为产业转型升级
注入驱动力。视觉 AI 除了在智能手机、智能汽车等科技大赛道中发
挥重要作用外，催生了许多新的创新应用，视觉 AI 的规模化应用已
初步成型，并呈现五大趋势。
趋势一：视觉 AI 应用门槛持续降低，2020 将是规模化应用关键
年。人工智能落地的过程中,技术开放扮演着重要角色，降低视觉 AI
应用门槛,帮助中小企业零门槛、低成本使用相关技术。据虹软视觉
平台运营数据显示,目前,大量客户仅需 1-2 位技术人员耗费 1-2 天即
可完成算法 SDK 的接入开发。而门槛的降低,也使得大量中小型企业
在 2019 年开始密集应用视觉 AI 技术,并实现产品初步商业化落地与
细分场景突破。
趋势二：应用企业将从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省份进一步渗透。
截止 2020 年 5 月,虹软视觉开放平台赋能的中小企业及开发者数量已
超过 15 万,激活终端总数超过 2500 万。从用户分布图中可以发现,
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仍是人脸识别应用企业最
密集区域,企业数量在未来将继续高速发展。重庆、银川、贵阳等中
西部城市的应用企业数量开始增多。随着应用门槛降低、产业升级需
求、政府扶持引导、民众生活改善需要等因素推动,未来发展中,人工
智能将不再是经济及科研实力发达地区的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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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三：打破行业边界，与实体经济融合更加紧密。发展初期,
更多是以算法创新为核心驱动,基于算法能力重新设计产品、颠覆行
业的“AI+”,譬如各大巨头重点布局的智能手机、汽车等领域。而随
着算法应用的逐步成熟以及对外开放,视觉 AI 已经突破了行业边界,
更多成熟产业也开始引入相应技术。这样的“+AI”模式,更多的是利
用技术对行业原有的流程进行改造和优化,从而实现产业升级。
趋势四：落地应用百花齐放，降本增效和应用创新成两大驱动力。
视觉 AI 落地产品在各行各业应用全面开花,不仅有智慧门禁、人脸支
付、身份核验等典型应用,还衍生出大量如智慧班牌、智慧厕纸机、
景区智能验票、人脸识别垃圾桶等适用于细分场景的崭新产品。而这
些产品所带来的价值,除了提升用户体验外,在更重要的商业环节中
降本增效和应用创新是两大核心要点。
趋势五：产业生态趋于成熟，为规模化商用夯实基础。视觉 AI
的商业化落地离不开产业生态的支撑,围绕虹软视觉开放平台,已经
形成了一条,聚集系统集成商、行业解决方案商、应用开发者、硬件
模组供应商的产业生态链,且充满机遇。
趋势六：视觉 AI 广泛应用，带动硬件模组产业全新发展。当前,
传统摄像头、开发板等硬件模组市场已趋于定型,而存量市场的开拓
成本不菲。随着视觉 AI 的广泛应用,一片全新的智能硬件蓝海正在形
成。在虹软视觉开放平台的产业生态中,已有众多硬件模组厂商,从传
统 OEM 制造商向自有品牌商发展,主动转型并研发适用于视觉 AI 应用
的全新产品形态。
（产业所 冉美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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