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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常会力挺发展工业互联网
打破信息孤岛升级制造业
□本报记者

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通
过《深 化“互 联 网 + 先 进 制
造业” 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
导 意 见 》（下 称 《指 导 意
见》）， 促进实体经济振兴、
加快转型升级，到 2020 年基
本完成面向先进制造业的下
一代互联网升级改造。 专家
认为， 工业互联网对加速我
国制造业升级转型、 提升工
业经济实力大有裨益， 其发
展也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到
“十三五”末，这一产业的市
场规模将突破万亿大关。
工业互联网发展迎政策礼包
《指导意见》主要围绕以
下几方面内容促进“互联网
+ 先进制造业”发展。
首先， 营造有利于工业
互联网蓬勃发展的环境。 通
过财税政策支持、 鼓励企业
开展债券、 股权融资和社会
资金投入、 创新金融服务
等 ， 促 进“互 联 网 + 先 进 制
造业”发展。
其次，推动工业企业内、
外网建设。 支持有能力的企
业发展大型工业云平台，实
现企业内部及产业上下游、
跨领域各类生产设备与信息
系统的广泛互联互通， 打破
“信 息 孤 岛 ”， 促 进 制 造 资
源、数据等集成共享。
第三， 要加大对基础网
络建设的支持。 到 2020 年基
本完成面向先进制造业的下
一代互联网升级改造和配套
管理能力建设。
第四， 要依托工业互联
网促进开放融通发展。 推动
一二三产业、 大中小企业跨
界融通， 支持中小企业业务
系统向云端迁移， 形成服务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多层

次公共平台。
工业互联网是国家战略
要求使然
一直以来， 制造业的数
字化转型被看作是数字经济
发展的重要内容， 它对推动
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打造制
造强国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从战略上看，目前，工业
互联网平台正成为国际战略
竞争的制高点。 工业互联网
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现
代工业技术深度融合的产
物， 是制造业数字化、 网络
化、智能化的重要载体。工业
互联网通过构建连接机器、
物料、人、信息系统的基础网
络， 实现工业数据的全面感
知、动态传输、实时分析，形
成科学决策与智能控制，提
高制造资源配置效率， 正成
为领军企业竞争的新赛道、
全球产业布局的新方向、制
造大国竞争的新焦点。
从我国的现实 情 况 看 ，
我国制造业的规模不断扩
大， 但是制造业的工业化与
信息化融合的水平较低，这
些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制造
业整体实力， 制造业的升级
改造势在必行。 特别是我国
的内需市场巨大， 人力资源
丰富，通过发展智能制造，对
持续拉动制造业和经济发展
大有裨益。
把握工业互联网发展战
略机遇
可见预见， 在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推进下， 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的方向正日益明
确， 工业互联网平台越来越
成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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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目标， 成为国际战略竞争
的制高点。 把握好工业互联
网的机会必然有助于我国工
业制造业实现弯道超车。
首先， 打造完整的制造
体系。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
建设处于起步阶段， 发展基
础和能力薄弱，跨行业、跨平
台的综合性、 通用性平台尚
未形成，亟须加强统筹协调，
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研究机
构等各方合力， 打造新型制
造体系， 加快形成培育经济
增长新动能。
其次， 加大互联网平台
的建设， 进而引领带动制造
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和结构优
化。现有统计资料表明，目前
全球工业互联网平台有 50%
左右由美国企业提供， 我国
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刚刚起
步，。 因此，我国眼下必须加
大马力支持有能力的企业发
展大型工业云平台， 实现企
业内部及产业上下游、 跨领
域各类生产设备与信息系统
的广泛互联互通，打破“信息
孤岛”，支持中小企业业务系
统向数据端与云端迁移，促
进工业制造资源和数据的集
成共享。
第三，加大创新力度。通
过实施“互联网 + 制造业”，
促进生产发展方式创新，要
增强高新区、大学科技园、创
新孵化器、 各类开发区及创
新公共服务平台等载体平台
对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发
展的支撑力。
据悉， 工信部将联合发
改委、 财政部等部委在今后
一阶段， 陆续推出一系列的
支持政策和措施。 在一系列
升级融合推动后， 中国制造
业必将进入提质增效“快步
走”的新阶段。

中阿电信联合启动丝路光缆项目
本报讯 日前， 中国电信
与吉尔吉斯、 塔吉克和阿富汗
的合作伙伴完成了“
丝路光缆
合作协议”的签署，并实质性启
动了
“
丝路光缆项目”。 中国电
信为践行国家
“
一带一路”发展
倡议， 正进一步加强与区域国
家合作伙伴在通信和信息化领
域的合作。
2017 年 9 月 25 日， 中国
电信与阿富汗电信在阿富汗驻
华大使馆签署了“
丝路光缆合
作协议”和
“
中国电信阿富汗电
信战略合作协议”，并于近期完

成了与吉尔吉斯、 塔吉克电信
运营商相关补充文本的交换。
中国电信集团国际部肖炜副总
经理、阿富汗驻华大使贾楠·莫
萨扎伊先生（经阿富汗电信授
权）代表双方签署了上述协议。
根据“
中国电信阿富汗电
信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启动
经瓦罕走廊的双边跨境陆地光
缆的可行性研究， 并探讨在通
信和信息服务、增值业务、云计
算及垂直应用等领域的合作可
能性。瓦罕走廊长约 400 公里，
中方侧长约 100 公里， 阿方侧

长约 300 公里，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自然条件恶劣，光缆建
设和维护的难度很大。 中阿双
方将根据实地技术勘察情况，
借助中国电信在高海拔和寒冷
地区建设和维护光缆的经验，
规划未来瓦罕走廊跨境光缆的
具体建设施工计划。
此次两份合作协议的签
署， 标志着中阿通信和信息化
领域合作的良好开篇， 也标志
着中国电信倡导的“
丝路光缆
项目”又向前迈出了关键一步。
（张颖洁）

〉〉图说新闻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工
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韩夏、信息化和软
件服务业司司长谢少锋（从左二到右一）介绍《深化“互联网 + 先进制
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图为例行
吹风会现场。
新华社 张玉薇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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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将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发展
在 6 日于上海嘉定举行的
2017 世界智能网联 汽 车 大 会 上 ，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致辞中表
示， 针对智能网络汽车发展中存
在的基础设施不完备、 测试评价
标准不完善等问题，下一步，工信
部将从四方面推动智能网联汽车
发展。
具体为：一是标准先行、制定
法规， 将推动适用于智能网联汽

车的法规制定；二是构建生态、完
善基础， 积极推进交通通信等领
域的融合， 建设覆盖全国的新一
代通信网络，实现车、路、人、云的
互联互通；三是保障安全，加强智
能网联汽车等的安全等监控；四
是深化合作共享， 推动国际合作
建设，加快中国标准制定和推出，
提升影响力和知名度。
（据 11 月 6 日中新网消息）

多地出台科技成果转化改革方案
在中央顶层设计推进和地方
积极贯彻落实下，科技成果技术转
移转化体系建设将全面提速。 在
中央层面，不久前，国务院印发了
《国 家 技 术 转 移 体 系 建 设 方 案》，
十九大报告再度强调了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 在地方层面，《经济参
考报》记者日前获悉，河北、江苏、
上海等多地近期也通过发布方案
文件、申请示范区建设等方式推进

科技成果技术转移转化。
专家表示，当前科技成果转化
不畅，部分原因是转移转化链条未
能有效衔接。 未来，要破解产业和
学、研“两张皮”的问题，要健全企
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转化应用体
系，强调科研院所、高校、企业、中
介机构和各级政府的协同配合和
无缝对接等。
（据 11 月 6 日《经济参考报》）

工博会首次设“AI 人工智能”专区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会 （以下简称中国工博会） 于 11
月 7 日 至 11 日 在 国 家 会 展 中 心
(上海) 举行。 本届中国工博会以
“创新、智能、绿色”为主题，聚焦
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高端装备和
技术创新，首设“AI 人工智能”专
区， 将集中展示中外最新科技创
新和应用成果。

本届中国工博会参展企业总
数为 2562 家，设有 9 个专业展区，
分别为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工
业自动化、机器人、新能源及电力
电工、信息与通信技术应用、节能
与环保技术设备、 节能与新能源
汽车、 科技创新以及航空航天技
术。
（据 11 月 6 日人民网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