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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时代的物流将是什

么样子？今年的5月17日的

世界电信日，中国电信将携

手天翼智联、华为、大华等，

在杭州传化公路港发布 6 个

场景的“智慧之眼”应用，为

市民揭开未来的 5G 物流神

秘面纱。未来公路上的汽车

将会自动驾驶，进出港口和

园区也不需要任何证件，货

物自动分拣装卸，无人机负

责调控园区车辆，一切视频

和数据都通过 5G 实时传到

后 台 分 析 处 理 ，5G + 天 翼

云+AI，将为物流中枢装上

“智慧之眼”。

电信5Ｇ赋能物流，给货车装上了智慧大脑

“很明显今天白酒股被众多获利资金割

了韭菜，五粮液等白酒股也出现了今年以来

的单日最大跌幅。”私募程先生表示，毕竟白

酒股是蓝筹中涨幅居前的板块之一，像五粮

液从 48 元起步，涨到了本周一的 110 元，最

大涨幅超过了 100%，茅台在这三个多月则

涨了 56.81%。“仅一个季度左右就已经有了

一年的涨幅，而且也要比往年的最高价都高

出一大截。目前指数也有涨不动的迹象，所

以聪明的资金自然会赶紧兑现利润。”私募程

先生表示。

陆股通数据显示，进入 4 月北上资金单

日净卖出的频率明显在提高。如 4 月份 8 个

交易日中，深股通有6天是净卖出的，仅两天

为净流入，累计净卖出的金额也数倍于净买

入的金额。沪股通则净买和净卖各占一半，

金额上则是净卖出的量更大。最引人注意的

是白酒股近期屡现大额净卖出，五粮液是代

表。

数据显示，昨天五粮液遭北上资金净卖

出 7.11 亿 元 ；周 三 减 持 22.43 亿 元 ，减 持

2100 万股；周二减持 10.16 亿元，减持 1000

万股；周一减持资金 10.9 亿元，减持 1100 万

股。再翻看更长一段时间的数据，可以看到，

自 3 月 4 日以来，北上资金对五粮液就开启

了“卖卖卖”的节奏，累计减持 100.94 亿元，

其间仅三天为净流入。最近一个月来，北上

资金对于顺鑫农业也是卖卖卖的节奏，累计

减持 1120 万股。不过北上资金对贵州茅台

似乎仍情有独钟，最近一个月基本没变化，持

仓为 1.2 亿股。只是自 3 月 6 日至今，茅台净

卖出的频率加快，其间共13个交易日为净卖

出，12 天为净买入，金额方面，累计净卖出

6.17亿元。

从陆股通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3 月以

来北上资金净流入幅度明显放缓，白酒、家

电、食品等减持较多，相对应的是，这些白马

股居多的行业今年以来涨幅也较大，这也表

明近期北上资金的投资思路是“逢高卖出”。

相比较而言，北上资金对银行股持股基本稳

定，如平安银行等个股近期还在加仓之中。

而在白酒等蓝筹白马股大跌的冲击下，

大盘失守 3200 点，中小创股更是集体重挫，

中小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跌幅均超过 2%。

“盘中也有券商、期货、长三角一体化、国企改

革、超级真菌、华为汽车等概念股逆势拉升，

但市场人气已经弱了，热点持续性都很弱，没

能拉动指数，也导致尾市再度跳水，部分涨停

板个股炸板。”牧容投资代恒桥表示，短线赚

钱效应减弱，观望气氛渐浓。

沪指失守3200点，白酒股昨现今年以来单日最大跌幅

“酒足饭饱”后，北上资金开始割韭菜

本报讯 常逛菜场的马大嫂，会觉得最近

的菜篮子提起来有点重，因为吃穿住用行的价

格都在涨。据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调查，

2019 年 3 月份，浙江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5%。其中，城市上涨2.5%，农村上涨2.6%；

食品价格上涨3.5%，非食品价格上涨2.3%。

3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 0.5%。

其中，城市下降 0.5%，农村下降 0.3%；食品

价格下降 1.4%，非食品价格下降 0.3%；消费

品价格下降0.1%，服务价格下降1.0%。

3 月份，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3.4%。

其中，鲜菜价格上涨14.8%；鲜瓜果价格上涨

10.0%；畜肉类价格上涨5.9%（猪肉价格上涨

6.2%）；在外餐饮价格上涨 4.2%；禽肉类价格

上涨 4.1%；奶类价格上涨 3.4%；蛋类价格上

涨2.1%；水产品价格下降5.8%。

3月份，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全部上涨。

PPI 方面，据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

调查，2019 年 3 月浙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同比下降 0.1%，降幅较上月缩小 0.3 个百分

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持平。工业生

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1.1%，环比持平。

本报记者 张云山

本报通讯员 汪月娇

鲜菜瓜果闹猛
上月浙江CPI
同比涨2.5%

5G+天翼云+AI”
构建智慧物流新生态

每天早上 6 点以后，杭州传化公路港就

开始热闹起来，这里是快递物流企业的“智慧

中枢”：物资和信息都先集中在这里，然后再

进行分拣分拨到目的地。类似杭州传化公路

港这样的大型物流中枢，目前传化在全国有

65 个公路港在运营，未来三年将扩充到 170

个。在线下运营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的同

时，传化物流在线上也在建一个信息化的网

络系统——通过“物流+互联网+O2O”模式，

构建一个线上线下共生的智慧物流网络体

系。

在去年的乌镇互联网大会期间，中国电

信与传化集团合资成立的天翼智联正式亮

相。同时，“中国电信智慧物流应用能力中

心”也揭牌成立，标志着合作双方将携手布

局产业新生态，用智慧物流服务中国生产制

造。

随着云计算、人工智能（AI）以及 5G 技

术和网络的发展，5G+天翼云+AI 将被视为

垂直行业智能化的“行业引擎”，是未来运营

商跻身企业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天翼

智联是运营商深入企业的第一家合资公司，

将从物流供应链关键环节出发，结合 5G 网

络的大带宽、高可靠低时延和大连接的特性，

依托中国电信天翼云服务，从物流行业人、

车、货、场等多业务对象需求出发，为整个物

流产业链的园区、仓库、配送和运输等多业务

场景提供服务，致力打造物流行业生态的

“端、网、云”服务平台。2019年，天翼智联开

发的云眼视频云服务，将面向物流行业展开

业务试点，借力 5G 网络大带宽的传输特性，

通过云眼服务结合人工智能进行高清视频图

像的采集、数据挖掘和视频分析。

5G使能云眼
智慧物流时代已在路上

5G使能的云眼服务，是浙江电信与天翼

智联联合为今年的 5 月 17 日——世界电信

日，准备的一份电信日献礼。这是天翼智联

利用 5G 强大的网络特性，依托电信天翼云

平台为杭州公路港的智慧物流场景提供的业

务创新试点服务。这不是简单的视频监控或

视频联网上云服务，而是以万物感知、互联和

智能为终极目标，以视觉仿真、极速传输和人

工智能为实现基础的全连接智慧物流新应

用。

想象一下未来的智慧物流。在公路上，

货车司机有车——网、车——路、车——车协

同的自动驾驶辅助一路安全抵达目的地；在

园区里，不需要出示任何证件即可通过人脸

识别、图像识别和大数据比对等技术进行顺

畅通行；在仓库里，货物在 AGV 的导引下井

然有序的各就各位，仓库管理系统的显示大

屏上，货物的卸载、入库进展，装卸工人的任

务执行情况，库存信息的实时变化及现场环

境每一个业务环节的高清视频画面都可以随

时调出，业务状态进展数据同步刷新；在园区

上空，无人机在对园区车辆，安保情况进行巡

逻，并通过 5G 把视频回传到后台进行分析

处理；在云端，人工智能 24 小时不间断的进

行大数据分析比对，及时找出隐性的问题并

预测未知情况的发生，并及时地做好预防，以

避免故障的发生和业务偏差。所有的场景，

在看起来井然有序的业务运作背后，其实是

有 5G 网络的强大优势、超高清视频的识别

能力和人工智能的超级算力在支撑。

“5G+天翼云+AI”集结为天翼智联提供

的云眼视频云服务，对视频数据的挖掘和分

析，将会在从物流看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5 月 17 日，世界电信日，中国电信将携

手天翼智联，并联合华为、大华等高科技企

业，在杭州传化公路港发布六个场景的“智慧

之眼”应用。

5月17日，5G+杭州传化公路港，尽请期

待⋯⋯

本报通讯员 冯洁

本报记者 刘芫信

一个月之前，北上资金“买买买”的声音犹在耳边，但不经

意间，这些投资者的口味又变了。最近几天屡屡可以看到北

上资金大额减持蓝筹白马股，特别是白酒股中的五粮液，本周

四个交易日就被北上资金净卖出 50.5 亿元。昨天白酒股也

成了蓝筹中跌幅最大的板块，其中酒鬼酒接近跌停，今世缘大

跌8.4%，五粮液大跌6.73%，贵州茅台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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