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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远方

日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
央网信办、 公安部等 16 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数字家庭，提
高居住品质的指导意见》， 就加快
发展数字家庭、 提高居住品质、改
善人居环境提出 4 方面 15 项意
见。 要求到 2022年底，数字家庭相
关政策制度和标准基本健全，基础
条件较好的省（区、市）至少有一个
城市或市辖区开展数字家庭建设，
基本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
生活服务模式。

明确构建标准体系
解决产品兼容问题

据了解，数字家庭也叫智能家
居，是以人生活居住和活动的住房
为载体， 利用现在的信息技术，如
大数据、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实
现家居互通，便于业主获取日常信
息以及获得更加智能便利的家庭
生活服务。

从 2013 年起，电视盒子、智能
路由器、智能开关等智能硬件一时
大热，家电制造商也开始与互联网
企业合作开发产品，随后，海尔、美
的、阿里、小米等厂商均布局智能
家居系统平台，而房地产、家装企
业也跃跃欲试，逐渐参与到智慧家
庭行业前端。

奥维云网监测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智能家居配置率较上年增
加 15.1%，达到 84.2%。智能家居已
经“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越来越
多人的消费“新宠”。 天眼查专业数
据显示，自 2014 年开始，我国智能
家居相关企业快速增长，年度注册
增速维持在 20%以上。 其中，2019
年新增相关企业数量最多， 有近 4

万家， 年增速达到 37%。 其次是
2020 年，新增 3.1万家相关企业。

随着相关企业的增多，在竞争
与发展中不断推动智能家居产品
的开发与升级，但同时也出现了各
品牌各自为战的现象。 由于缺乏统
一的行业标准，各设备厂商之间并
没有开放协议，导致产品之间彼此
孤立、无法互通，难以形成真正的
智能家居， 极大地影响了用户体
验。 如何解决产品兼容性差的情
况，成为未来智能家居行业的重要
课题。

为此， 意见明确：“到 2025 年
底，构建比较完备的数字家庭标准
体系；新建全装修住宅和社区配套
设施， 全面具备通信连接能力，拥
有必要的智能产品；既有住宅和社
区配套设施， 拥有一定的智能产
品，数字化改造初见成效；初步形
成房地产开发、 产品研发生产、运
营服务等有序发展的数字家庭产
业生态；健康、教育、娱乐、医疗、健
身、智慧广电及其他数字家庭生活
服务系统较为完善。 ”

强化工程设施建设
行业步入“快车道”

意见提出，满足居民获得家居
产品智能化服务的需求，包括居民
更加便利地管理和控制智能家居
产品；满足居民线上获得社会化服
务的需求，包括居民更加便利地获
得建筑设施维修、家政、医疗护理
等上门服务，以及自然灾害预警提
醒、教育、餐饮外卖、养老助残、医
疗咨询、预约诊疗、居家办公、快递
收寄、电子商城、房屋租赁、交通出
行、旅游住宿、影音娱乐、健身指导
等服务；满足居民线上申办政务服
务的需求，包括公共教育、劳动就

业、社会保障、民政事业、医疗健
康、住房保障、广播电视、文化体育
等政务服务事项进家庭，充分利用
智能家居产品，联动当地政务服务
平台，实现线上“一屏办”“指尖办”

“电视办”。
此外，意见明确要求强化智能

产品在住宅中的设置。 对新建全装
修住宅，鼓励设置健康、舒适、节能
类智能家居产品；鼓励预留居家异
常行为监控、紧急呼叫、健康管理
等适老化智能产品的设置条件。 鼓
励既有住宅参照新建住宅设置智
能产品，并对门窗、遮阳、照明等传
统家居建材产品进行电动化、数字
化、网络化改造。

对新建社区配套设施建设，明
确要求设置入侵报警、视频监控等
基本智能产品要求，保障消防通道
畅通，提升社区安防水平；养老设
施应配置健康管理、紧急呼叫等智
能产品， 提升社区适老化水平；鼓
励建设智能停车、 智能快递柜、智
能充电桩、智慧停车、智能健身、智
能灯杆、智能垃圾箱等公共配套设
施，提升智能化服务水平。 鼓励既
有社区参照新建社区设置基本智
能产品，并对养老设施和公共配套
设施进行数字化改造。

《2020中国智能家居生态发展
白皮书》提出，当前互联网、地产、
装修、定制家居等阵营全线参与智
能家居， 平台与设备赛道愈加丰
满，B/C 端功能应用、 渠道开拓、项
目落地与场景应用逐步成熟，海量
终端用户将推动智能家居市场步
入上升快车道。

加大标准体系供给
推动信息资源共享

意见要求，加强数字家庭系统

基础平台建设，推进数字家庭系统
基础平台与新型智慧城市“一网通
办”“一网统管”、智慧物业管理、智
慧社区信息系统以及社会化专业
服务等平台的对接， 开放信息接
口，在遵循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的
前提下，推动信息资源共享，保障
居民更加安全便利地获得政务、社
会和产品智能化服务。

在信息安全方面，推进智能家
居产品跨企业互联互通和质量保
障， 规范智能家居系统平台架构、
网络接口、组网要求、应用场景，推
动智能家居设备产品、用户、数据
跨企业跨终端互联互通，打破不同
企业智能家居产品连接壁垒。 同
时， 强化网络和数字安全保障，保
障数字家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防
止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确保收
集、产生数据和个人信息安全。 遵
守密码应用规定，形成安全可控完
整的产业生态系统。

意见强调，开展数字家庭标准
体系研究， 完善智能家居规划设

计、安装施工、运营服务等标准，制
定综合信息箱等设施配置标准。

具体而言， 完善智能产品、数
字家庭场景、智能家居，以及广播
电视、通信与数据技术要求、系统
功能要求等标准，优先制定安全与
隐私保护、设备互联互通与数据共
享等关键标准。 充分发挥社会团体
作用，鼓励制定快速适应技术发展
与市场需求的团体标准，加大标准
供给。

工信部表示，为推动数字家庭
建设快速发展，在做好数字家庭相
关政策文件落地实施的同时，将加
快数字家庭产业重点标准制定及
推广应用，加快研究制定智慧健康
养老设备产品及服务标准；持续推
动数字家庭典型业务试点示范，继
续开展第三批智慧健康养老应用
试点示范工作；鼓励数字家庭的硬
件、软件、内容、应用、服务平台等
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实现生态系统
的资源整合，打造推动行业发展的
生态体系环境。

智能家居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消费“新宠”。 图为参观者
在第 35届深圳国际家具展上体验床垫睡眠系统。 CNSPHOTO提供

福建石狮打造
电商谷产业链

本报记者 林茂阳

近日， 第九届石狮网商大会暨
2021中国（石狮）网上直播交易会在
福建石狮举办。 大会以“网红狮城
源头好货 GO GO GO” 为主题，邀
请了国内外知名电商平台云集石
狮，与石狮产业带、网批市场、直播
基地、现代物流、跨境电商等进行融
合创新，推动产业、品牌、人才全方
位提升。

据了解， 去年石狮启动实施网
络直播产业“一十百千万”发展计划
（打造一个网红城市、 十个直播基
地、 百个网红直播机构、 千家供货
商、万个直播商铺），通过市长带头
直播等方式，打造“网红狮城 源头
好货” 网红直播季等多个电商直播
品牌，推动“产业+网红”模式深度融
合。 前后十季的直播季活动不仅带
来了百亿元销售额的亮眼成绩，还
带动了网红主播、 店播扎根石狮创
业发展。 此外，石狮还引来了“全省
首家淘宝直播基地”“快手好物官方
直播基地”等直播产业带的落户。

据石狮市副市长邱永丰介绍，
近年来，石狮网商发展突飞猛进，国
内电商、跨境电商、直播电商成为三
支强劲的主力， 助推传统服装企业
转型升级。 通过“石狮电商谷”及“一
网一总部十园区” 的产业核心板块
和电商发展数据的呈现， 描绘了石
狮网商新业态发展格局。 去年，石狮
全市网络零售总额达 879.4 亿元，同
比增长 43.4%，位居全国县域网络零
售百强第四位，获评“中国服装网商
创新示范基地”“中国直播电商发展
示范城市”称号。

中国商报记者了解到，今年，石
狮提出要敞开大开放的胸襟， 打造
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
加快形成千亿规模的电商区域中心
和千亿级别的国际贸易集散中心，
充分展示石狮电商发展的强大实力
和纺织服装产业链的勃勃生机。

拼多多开启知识普惠行动 全力助推“平价好书全民悦读”

茛报告显示，科学技术、学习教辅、小说文学和工具百科类图书，去
年的销售增速最快。

茛4月 20日，拼多多发布《2020 多多阅读报告》显示，消费者在平台
上的图书订单量增速超过 189%，其中，广东、山东、河南三个人口大省拼
单量位居全国前三。

茛报告显示，来自农村地区的图书订单量和交易额同比增长双双超
过 180%；其中，收货地址为乡村中小学的图书订单量、图书交易额增速
也都突破了 150%。

近日，拼多多发布《2020 多多
阅读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通过
该平台的大数据分析，展示了线上
图书消费的新趋势。 报告显示，
2020 年度， 消费者在拼多多上的
图书订单量增速超过 189%，来自
农村地区的图书订单量同比增长
超过 180%，知识阅读的城乡鸿沟
正在不断缩小。

“我们感受到了来自平台消费
者的阅读热情，为了将更多平价正
版的好图书传递到每一个角落，平
台设立 5000 万元官方读书基金，
推出了‘多多读书月’大型知识普
惠活动，全力助推‘平价好书 全民
悦读’， 让更多人晒到知识普惠的
阳光。 ”拼多多相关负责人表示。

“拼书”成为新消费习惯

自 2014 年起，“全民阅读”连
续八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推进城乡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创新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倡导全民阅
读。 在拼多多平台上，全民阅读也
逐渐成为新消费群体的习惯。

报告显示，2020 年，超过 4 亿
人次的消费者在平台“拼书”，他们

“拼”回家的知识，超过 11 个国家
图书馆的藏书。作为拥有近 8亿用
户的拼多多，在全民“拼”书时代做
对了什么？

据悉，拼多多对平价正版好书
会倾斜官方补贴、流量支持。 帮助
平台近 8 亿用户以全网最低价实
现“悦读”。

3 月 31 日，拼多多启动“多多
读书月”大型知识普惠行动，全力
营造“平价好书，全民悦读”的良好
氛围， 并启动 5000万元官方读书
基金，源头直补平价好书，联合中
信出版社、知识出版社、青岛出版

社等 30余家出版社及图书出版公
司，针对社科、文艺、教辅等多个类
目超过 1000 款图书进行百亿补
贴，专项补贴书目中，优质图书价
格最低可至每本 2.5元。

“多多读书月”负责人表示，此
次“知识普惠行动”致力于“以经典
致敬阅读”， 补贴书目由十余位资
深编辑从诺贝尔文学奖、 雨果奖、
星云奖、茅盾文学奖、施耐庵文学
奖等获奖作品及全网各大阅读榜
单中精选而来， 包括商务印书馆、
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中信
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出版的众多经
典名作。在全网最低价基础上补贴
正版经典名著，备受平台消费者的
青睐， 诸多经典好书上线即被瞬
秒，持续补充库存与更新书目。

从消费者的阅读兴趣来看，报
告显示，过去一年，平台上最受欢
迎的书目，主要涵盖励志、教辅、少
儿、诗词四类，其中去重后的畅销
TOP5书目，分别是《墨菲定律》《全
优金卷》《唐诗三百首》《坏习惯请
走开》《365夜睡前故事》。

消费者爱文化的同时，也爱科
学。 报告显示，科学技术类图书去
年的销售增长最快， 同比增速超
282%；其次是学习教辅、小说文学
和工具百科三类，所对应的增长率
分别超过 202%、170%、155%。

对于越来越多的年轻用户来
讲，拼多多也已经成为他们知识消
费的首选平台，“拼书”逐渐成为青
年读者生活习惯。 报告还显示，在
文学小说书目订单中，95后、00 后
占比超四成， 已经超过了 75后读
者的比例。

知识阅读缩小城乡鸿沟

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
期完成，物质富足的同时，精神的

满足也同样重要。对于农村地区读
者而言，碎片化的阅读时间挡不住
他们求真的精神。

报告显示，来自农村地区的图
书订单量和交易额同比增长双双
超过 180%，其中，收货地址为乡
村中小学的图书订单量、图书交易
额增速也都突破了 152%。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偏远地
区用户的图书拼单热情高涨，来自
原三区三州地区的图书拼单量增
速超过 182%。 在书籍的选择上，
农村地区人群对工具类图书尤为
钟爱。其中，《电工手册》《蔬菜种植
宝典》《养羊新技术》《汽车维修入
门》《高效养猪技术》 属于翘楚书
目。 可见，种植和养殖技能还是农
村读者较为关心的。

可以说，得益于农村物流“最
后一公里”的畅通和移动支付的便
利，农产品进城和知识下乡出现了

“强对流”，更多人“拼”出了致富
经，用来建设美丽乡村。

知识阅读的“城乡鸿沟”正在
缩小， 全民阅读也不只做表面功
夫， 而是通过落地方式向纵深发
展。拼多多通过普惠全民阅读等方
式，不断加强公益方向的合作。

据拼多多方面介绍，拼多多与
各地政府、媒体合作开启“书香角”
公益捐赠计划， 进一步以公益捐
赠、送书下乡等活动助力偏远地区
文化阅读事业的发展。 4 月 8 日，
“书香角” 计划首站进入四川省凉
山彝族自治州，为当地中小学捐赠
一万册教辅书籍。 下一步，拼多多
还将继续在湖北、贵州、云南等地
发起“书香角”捐赠计划，给孩子们
带去更多的精神食粮。

联合打击侵权盗版图书

拼多多服务着中国最为广大

的用户群体，并不断努力满足他们
飞速增长的知识消费需求。截至目
前，已有当当网、中信出版社、知识
出版社、 磨铁等超过 2700家出版
社、图书公司、渠道商进驻平台。

在加大对盗版图书的打击力
度方面，拼多多平台治理负责人介
绍，应用人工智能算法，拼多多基
于海量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从底
层重构了违规商家、 商品识别、假
货识别、劣品识别等模型库，对图
书商品进行 24小时线上巡检。

同时，拼多多还与京版十五社
反盗版联盟、 少儿出版反盗版联
盟、中国出版协会、新华文轩等机
构签署知识产权保护等协议，联合
推进打击侵权盗版图书。 就在
2020 年 10 月，拼多多还与英中贸
易协会（CBBC）签署合作备忘录加
强双方知识产权合作，该协会有超
过 400家会员，当中包括牛津大学
出版社、大英图书馆、多家英国顶
尖大学等。

目前， 拼多多与超过 2700家
机构签署知识产权保护等协议，联
合推进打击侵权盗版图书，并联合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推出“正品保证保险”，覆盖海量图
书商品，为消费者提供更加放心的
知识消费体验。

拼多多打击盗版图书的行动
也得到著作者的支持。由作家郑渊
洁授权的“童话大王旗舰店”在“多
多读书月” 期间也正式入驻拼多
多。据悉，在“童话大王旗舰店”，不
仅能买到影响中国几代儿童、总销
量为 3亿册的正版皮皮鲁书刊，还
能遇见郑渊洁亲笔签名的育儿宝
典。

“在过去的一年中，图书行业
电商渗透率已接近 60%， 但仍有
大量新兴阅读群体的需求未被充
分满足。”拼多多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 平台将继续加大对正版
好书的补贴力度，通过多种形式满
足消费者需求，对优质创作者出台

举措进行多元化扶持，同各方一起
携手推动‘消费公平，知识普惠’。”

（凌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