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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4日讯 2月11日，
拼多多发布春节假期湖南人“宅
生活”大数据。数据显示，受中小
学延迟春季开学等因素影响，拼
多多平台上网课相关“学习物资”
的销量水涨船高， 增速仅次于口
罩、消毒液等医疗卫生用品。

受疫情影响，健身器材和零
食囤货成为消费者的最爱。同
时， 由于家庭陪伴时间大量增
加，带动亲子教育类产品大幅上
涨，平台多款儿童玩具产品销量
迅速突破10万+。

教育类商品销量创新高
2月2日，长沙市教育局出台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停课不停
学” 网络教育活动的实施方案》
后，拼多多长沙地区平板电脑、笔
记本电脑搜索量、销售量暴涨。拼
多多“百亿补贴”项目组统计数据
显示，2月首周，湖南省 iPad�Air、
iPad� Mini、Macbook� Pro及 联
想、华为、戴尔等品牌笔记本电脑
订单中，近三成来自长沙市。

据拼多多统计，1月31日以
来，全国“学生平板电脑”、“学生
电脑”、“网课” 等关键词搜索次
数累计超过 3000�万次。 学习相
关的商品销量均出现不同比例
的增长， 增速高于平台平均水
平，仅次于口罩、消毒液等医疗
卫生用品。

从区域来看，湖南地区学习
用品、工具、在线课程教育类商
品销量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湖
北、浙江。2月首周，湖南地区学
生常用学习工具， 包括护眼台
灯、看书架、U盘、平板电脑、笔记
本电脑、耳机、打印机等商品的
订单数量保持着高速增长，平均
同比涨幅超过90%。

总体来看，春节期间，拼多
多平台湖南地区日常学习用品、
教材教辅类商品整体销售量较
去年同比增长215%， 创下历史
新高。教材教辅中，英语、物理相

关书籍最受消费者关注。图书类
产品中，名人传记、唐诗宋词、励
志书籍也广受湖南消费者青睐。

健身器材和睡衣也是热点
受疫情影响，全国消费者几

乎同时过上了“宅生活”。在这一
特殊时期，电商成为了消费者主
要的消费渠道，也见证了“宅经
济”的迅速崛起。

拼多多平台统计，疫情期间
除了医疗、消毒用品需求大幅上
升外，水果生鲜、方便速食、休闲
零食、数码产品、儿童玩具、棋牌
娱乐、健身器材等类目的商品销
量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尤其是食
品类，在平台“春节不打烊”活动
中，水果生鲜、方便速食、休闲零
食类目下，超过1000种商品销量
破10万。

在饮食方面，囤货成为全民
共同需求。中老年消费者更偏好
购买水果生鲜，年轻消费群体则
更偏好方便素食、休闲零食。

在消遣方面，通过一二线城
市与三四线城市消费趋势对比，
一二线城市居民更“偏爱宅”，偏
好通过任天堂 Switch、 索尼
PS4、iPad、Macbook�等电子产
品消磨时间。而三四线城市居民
则更愿意在假期强健体魄。整个
假期平台的健身器材，包括多功
能仰卧起坐器材、跑步机、哑铃、
弹力绳等在三四线城市的销量
增速显著高于一二线城市。而在
农村市场，扑克、麻将、象棋等棋
牌类产品销量显著上涨。

由于消费者家庭陪伴的时
间大量增加，带动亲子教育类产
品大幅上涨，平台多款儿童玩具
产品销量迅速突破10万+。

此外，拼多多团队还发现，假
期期间，“睡衣” 一直是消费者关
注的热点，假期期间睡衣订单同
比上涨175%，其中六成来自于中
西部、南方地区。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陈紫玲

2月14日上午9点，
4辆货车从浏阳出发，将
90吨新鲜蔬菜运往武
汉。这是疫情发生后，浏
阳市人武部和庆泰烟花
军地协同、 向疫情防控
一线解放军战士和医护
人员捐赠的首批物资。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王艳明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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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能否进行疫情发
展态势的预测？ 韩夏认为，基
于大数据分析模型可以实现
人员流动和分布情况的统计
分析和预警，但在实现对疫情
的风险评估和精确预测研判
方面，还需要多领域协同。

“对全国用户流动情况进
行的分析可对疫情防控起到
支撑作用。比如有助于对人员
返城、企业复工复产、地区物
资资源等进行分析和判断。”
韩夏说，而对于疫情发展的趋
势，特别是社会所关注的疫情
态势，仍需要综合各方面的数
据和因素，以及医疗等相关专
业分析模型。电信大数据只是
其中的重要数据来源之一。

工信部按照相关规定，依
法依规采集分析用于疫情防
控的相关数据。在分析使用过

程中，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严格
落实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
护的相关措施。

“人员分布、 流动和区域
预警等信息是基于大量网络
信令而形成的统计性大数据，
不涉及普通人群的个人信
息。”韩夏说，目前按照最小化
原则收集数据， 并在数据流
转、使用等各环节设计安全防
护技术手段。

在数据使用方面，工信部
按照联防联控机制及卫生防
控部门需要提供相关数据，数
据仅限于疫情防控的需要。

下一步，工信部将会同多
部门加强数据信息共享，深入
开展大数据的挖掘利用，加强
综合分析和研判，提供更多系
统全面、科学精准的数据支撑
和分析服务。 ■据新华社

大数据能否进行疫情发展态势预测？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可实现人员流动统计，对疫情精准预测还需多领域协同

“大数据”是需要新
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
的决策力、 洞察发现力
和流程优化能力来适应
海量、 高增长率和多样
化的信息资产。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
给出的定义是： 一种规
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
理、 分析方面大大超出
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
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
具有海量的数据规模、
快速的数据流转、 多样
的数据类型和价值密度
低四大特征。

大数据技术的战略
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
数据信息， 而在于对这
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
专业化处理。换而言之，
如果把大数据比作一种
产业， 那么这种产业实
现盈利的关键， 在于提
高对数据的“加工能
力”，通过“加工”实现数
据的“增值”。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时期。 运用大数据分析、统
计人员流动情况，对支撑服务疫情态势研判、疫情防控部署
等有重要参考意义。

电信大数据如何发挥作用， 这些数据能否对疫情态势进
行预测？在14日工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有关负责
人、三家基础电信运营商及专家对此做出解析。

每日数千亿条大数据，人员流动可统计

掌握人员流动情况是大
数据分析的主要方面。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
局长韩夏在发布会上说，连日
来，工信部已组织行业专家开
展大数据咨询，紧急建立疫情
电信大数据分析模型，组织基
础电信企业大数据统计全国
特别是武汉和湖北等地区的
人员流动情况，助力各地联防
联控部门精准施策。

“现有的公众通信网每日
产生的电信数据约数千亿条，
在人员流动性高的情况下，数
据量会更大。” 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院长刘多说，通过电信
大数据，可以统计分析人员动
态流动情况， 分析预测确诊、
疑似患者及密切接触人员等
重点人群的动态流动情况，为
疫情防控提供精细化数据支
持。

中国电信党组副书记邵
广禄介绍，目前中国电信大数
据平台已部署近万节点，数据
实现分钟级汇聚和统一计算。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均表示，
数据的统一采集及分析处理
可以及时响应各项疫情防控
分析需求。

可分析到区县级流动和分布情况

电信大数据分析精确度
能达到多少？刘多认为，电信大
数据来源于公众通信网络中的
基础数据， 可以较为准确地统
计分析全国各省市以及重点区
域人员流动， 一般可以分析到
区县级流动和分布情况。 通过
结合卫生防疫等其他部门数
据，可以进一步进行研判。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疫
情发生以来，工信部连续向有
关部门和地方推送流动人员
态势分析等。 利用这些数据，
地方联防联控机制相关部门
比对当地旅游、 出行等数据，
可以摸排出重点人员，为基层
防控筛查提供精细化数据支

持。 当前正值节后返程高峰，
工信部启动了对重点城市的
人员流动分析，为诸多大城市
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参考。

“电信大数据分析在疫情
防控上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在
应用上也存在一定难点和困
难，需要不断加强和完善。”韩
夏说，大数据资源统筹还需加
强，以便得到更全面、更精准
分析。此外，大数据对疫情防
控的支撑服务还需要深化。

韩夏说，目前，电信大数
据已与卫生疾控管理部门进
行数据共享和联动，在有条件
的情况下，将融入其他行业的
信息。

分析研判还需多方合作

春节假期湖南人宅家买些啥
教育类商品销量增长两倍多，居全国第三

90吨新鲜蔬菜
浏阳运往武汉

大数据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