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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本地行业伙伴
全方位服务高质量发展

作为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的省份，齐
鲁大地拥有辉煌的制造业历史。2021年，山
东制造业增加值超过2 . 3万亿元，占全国
7.5%，工业增加值超过2.7万亿元，位居全国
第三；2022年上半年，山东规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4.8%，6月增速达6.1%。

制造业是山东经济的根基和优势所在，
全省工业企稳回升，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
好，有赖于数字赋能、创新驱动、智能制造。
加快产业数字化升级，实现实体经济与数字
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如箭在弦。

加快数字化变革，是催生区域经济新动
能、增创新优势的关键之举。今年4月山东发布
的《数字变革创新2022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
加快产业数字赋能，充分发挥山东省产业基
础优势，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数字服
务，实现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其中，数智供应链是重要加速器。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云事业群高礼强
表示，数智供应链是产业数字化的下一站。
为千行百业打造数智供应链，被刻进京东云
使命。结合山东本地数字化优势和发展趋
势，京东云数智供应链将持续扎根山东，携
手本地行业伙伴，全方位服务高质量发展。

数智供应链助力乡村振兴
促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京东集团作为以供应链为基础的新型
实体企业，一端连着消费互联网，一端连着
产业互联网。京东云上，两张大网高效运行，
打通了消费供应链和产业供应链，实现了数
实融合。在数智供应链推动下，京东云将数
智能力渗透至山东乡村振兴、工业制造、能

源、汽车、钢铁、银行、药品、零售等产业发展
中，促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乡村振兴方面，京东集团与地利集团联
合打造的京地达智慧综合性生鲜配送中心，
现已落地“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依托京
东云数智供应链，京地达在产地建立生产质
控和全国直发能力，弱化蔬果品类对供应商
的强依赖，减少中间渠道20%加价。在典型的

“老、少、边、贫”地区，京东云以价值服务为
抓手，盘活当地的特色产业存量，打通农产
品上行增量，推动一二三产联动。

京东还联动近450家企业上线鲁味预制菜
频道专区，推出超140款预制菜品。山东省商务
厅财政支持，面向全国消费者推出山东预制
菜专项消费券，获得良好反响。通过打造预制
菜品牌标杆，合力助力产业快速发展。

数智金融领域，济宁银行以京东云技术
为底座，在多个业务场景下提升数智化经营
管理。包括建立更完善的零售金融科技整体
解决方案，实现智能化风控与精细化运营；加
强金融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线上线下融合、
网点生态打造、客户精准营销；此外双方携手

建设乡村金融综合服务站，助力乡村振兴。
青岛自贸片区数字仓库平台，依托京东

云数智供应链技术，首创仓储流通全数字化
模式，实现全数字化业务运营、高度智慧化调
度感知、数字存货标准、穿透式业务监管、远程
实时盘点看货、智能安防预警等功能，降低了
贸易制度性成本，使贸易融资更便利，并推进
仓储安全数智化和政府监管智慧化。

京东云还为零售行业提供端到端的支
撑能力，实现生产与消费市场同频共振。销
售网络极为庞大的得益乳业，借助京东云数
智供应链，构建起线上线下全渠道业务中台，
联结消费者、终端门店和得益网店，提升消费
者服务满意度。借助京东云C2M反向定制解
决方案，得益乳业还解决了定位已上市产品
问题，改善新品打造及老品升级方向，进而提
升研发效率、产品打造及升级精准度。

数实融合背景下，京东云以数智供应链
为牵引扎根山东，助力更多城市实现产业转
型发展，培育新增长动能。在滨州，黄河三角
洲云计算大数据中心和数字经济产业园不
断推进中，京东云研发的滨州市医保信息化
云系统已投入使用；在鲁南，京东云数字经
济产业园助力邹城打造协同高效的数字政
府；在济宁，京东云云计算大数据服务中心
截至去年年底已使用32个机柜，上架300多
台服务器及网络安全设备，迁移完成超过20
个政务系统上云；在东营，京东智能城市数
字经济产业园为30余家东营区新型农民、农
场、农业企业开通绿色上行通道、开设京东
店铺，助力本地农特产品销售。

数智供应链携手本地伙伴
为山东制造业再添动能

今年7月，京东云数智供应链数字化转
型思路在京东云峰会上被首次提出。通过数
智供应链建设，以及京东超级物联平台、超
级自动供应链、智能机器人仓调度系统、超
大规模计算集群天琴α四大数智供应链技

术，京东云助力企业实现产业链全局优化。
与此同时，京东云以数智技术驱动数实融
合，积极拥抱行业伙伴，夯实在不同行业中
的解决方案能力。

在山东产业数字化升级中，京东云数智
供应链能力尤其在制造业中得以验证。作为
拥有数十年历史的国货品牌，海信希望通过
更智能的方式来提升服务效率。通过使用面
向京东平台商家提供服务的京小智产品，选
择融合其业务场景的解决方案“智能客服+
官方AI训练师服务+全链跟单”，海信智能服
务转化提升69%；同时日均节省成本占比
50.2%，降本增效成效明显。

山东新华制药与京东合作，首创了“健
康城市”电子处方院外流转项目，并依托京
东物流技术，通过“地狼”系统提高仓库的分
拣效能和准确度。还通过生产和质量管控过
程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实现生产过程、质量
管控、设备管理等全环节、各业务流程的数
字化和智能化，管理也更透明规范。

去年12月，京东集团与山东重工达成战
略合作，依托京东云数智供应链，双方共同
推进物资采购、物流技术与服务、数字化技术
及企业运营等领域深度合作，同时深挖新能
源、减碳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潜在合作机会。

京东集团还与山东能源达成战略合作。双
方基于前期良好的合作基础，进一步加深拓宽
在员工生活服务保障和双节福利、工业品、智
能物流和产业发展等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围绕
农业生鲜产业的合作，携手助力乡村振兴。

京东云将持续发挥“科技+产业”核心优
势,秉承开放共生理念，继续深耕山东，助力本
地企业提升韧性重塑竞争力，推动区域产业创
新发展，为千行百业数字转型释放更多红利。

五大产业园、三座物流园落地，京东云扎根山东

数智供应链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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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京东云城市峰会在
山东济南召开，会上京东云宣布，
将携手合作伙伴推动数智供应链
落地山东。依托京东集团新型实
体企业优势，京东云已服务山东
重工、潍柴动力、中国重汽、山东
黄金、山东莱芜钢铁、鲁西化工、
新华制药、济宁银行、得益乳业等
超200家知名国央企和大型企业。

同时，依托京东云技术服务
能力，京东在济南、烟台、济宁、
滨州、东营落地五大数字经济产
业园，以及三座京东亚洲一号物
流园、青岛自贸片区首个大宗商
品数字仓库。京东云数智供应链
将为山东本地化数字升级注入
新动能。





“二舅”作者发布40分钟视频回应争议

仅靠点击量获取收益，广告报价已翻倍

记者 程凌润

“小男孩被救上来以后，他
直接就走了！”19日，谈及跳入五
龙潭救人的两位好汉时，参与接
力救援的济南53岁退伍军人刘
志军说，那位跳水救人的游客在
救人后就默默离开了现场。

9月19日，齐鲁晚报A04版
以《听到呼救，两位好汉接连跳
水救人》为题，报道了58岁保安
任彦景与一位游客跳水救出一
名五岁落水男孩一事。任彦景
说，救人后离开的游客是一位四
十岁左右的男子。

“我跑过来后，看到水面上
只露着小男孩的两只手。”刘志
军说，他翻越护栏准备跳入五龙
潭救人，“这时候我发现水里已
有两个人了，就没再跳下去”。

两位“好汉”在水中托举着男童向岸边靠
近，刘志军就站在护栏旁“接应”。由于名仕阁
一楼东侧的栏杆距离水面较高，刘志军侧身
用一只手拉住小男孩，然后使劲一拽将其抱
起，“岸上其他游客就接住了孩子”。

“当时我也没注意救人的游客是怎么上来
的，我把保安拉上岸以后，就看到岸边站着一
位浑身湿透的小伙。”刘志军说，这位游客身高
在1 . 8米左右，“好像是跟他对象一起来的”。随
后，这位救人的游客默默离开了现场。

一段视频拍下了两位好汉从水里将男孩
托举起来的过程，然而，视频并未拍到跳水救
人游客的正脸。如果你认识这位跳水救人的
好汉，请通过齐鲁晚报官方客户端齐鲁壹点
向我们提供线索。

好汉接力救落水男童

托
举
男
孩
上
岸
后
默
默
离
开

跳
五
龙
潭
救
人
的
好
汉
你
在
哪


曾邀质疑者现场“求证”
但没有得到回应

“衣戈猜想”通过视频回应，之
前网友关于时间、残疾证、独自赡养
老人等质疑均不成立。

“衣戈猜想”表示：“在我们这个
国家未被镁光灯照射的角落，存在
无数平凡的真善美，但大家只是凭
空坚信，而不能现实听闻，未观察到
之前它百分百的存在，一旦观察到
它百分百的不存在，真善美就因为
被观察而干涉，而诡异地出现了测
不准现象。”

此外，“衣戈猜想”表示，自己确
实没有在视频中写清楚二舅其实是
自己妻子的二舅，但这是自己的习
惯性称呼，并非杜撰。二舅残疾也是
真实的，他曾经邀请质疑二舅的自
媒体文章作者来现场“求证”，但没
有得到回复。

粉丝增加不少
但并未通过二舅变现

关于商业变现问题，“衣戈猜
想”坦言称，二舅视频发布至今，他
的粉丝从90万迅速提升至250万，

“比很多知识区大V的粉丝都要
多”，视频广告报价也已经翻倍。但
他在二舅商业价值和热度最高的时
候，决定拒绝一切采访，放弃通过消
费二舅的方式变现。截至目前，二舅
视频仅通过点击量获得收益，并未
有其他商业收入。

“自始至终，我们全家人对二舅
都隐瞒得很成功，他完全不知道这
一个多月来有无数人在网上骂他恶
心。”“衣戈猜想”表示，“未来无论二

舅的残疾需要多少治疗费用，都会
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对于为何时隔两个月才进行回
应，“衣戈猜想”表示：“这个回应视
频已经制作完成很久，由于担心被
网友误认为炒作，不得不推迟一段
时间再播出。”

此前在接受澎湃新闻等媒体采
访时，“衣戈猜想”表示，二舅这条视
频纯粹是个“计划外”产物，他做这
条视频的想法是，“完全规避流量焦
虑”，且预期只有10到15万的播放
量，一夜爆红超出了他的预期。

很多医生邀请二舅治疗
但作者不想蹭热度

“衣戈猜想”称，自己把视频的
所有收益以“颁奖”的理由全给了二
舅，“从第一笔的自强不息奖，到第
二笔的身残志坚奖，第三笔关爱老
人奖，第四笔工匠精神奖……”同
时，很多医生都在邀请二舅治疗，作
者也都婉拒了。

“衣戈猜想”称，让二舅和姥姥安
静生活在那个乡村是最美好的结局。

“现在来看，这个故事的结局已
经不美好了。”“衣戈猜想”说，“可我
还想让它体面，所以今天这个视频也
算是给所有关注我，相信我，还记挂
着二舅的朋友们的一个交代。”

综合澎湃新闻、极目新闻、北京
青年报等

两个月前，B站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刷屏。UP主“衣戈猜想”通
过质朴的画面、动人的解说，记录下二舅苦难而饱满的一生。数据显示，该视频发布仅一
天便登上了B站热门第一，播放量突破500万，实时在看人数保持在3万以上。

就在这条时长11分钟的视频引发关注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争议，关于“二舅叙事”
真实性的质疑声不绝于耳。9月20日，UP主“衣戈猜想”发布时长近40分钟的视频，《我来
回应一下吧》。

视频中的二舅。

“衣戈猜想”发布的回应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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