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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互联网、移动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正

在加速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重构教育教学生态。但是，我国

西部高等教育却因教育资源的不

足，高等学校发展速度、发展质量

受到较大限制。利用“互联网+”

促进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现代化

进度，实现高校内涵式发展，是西

部高等教育面临的战略机遇和必

由之路。

在互联网时代，教与学可以

不受时间、空间等条件限制，知识

获取的方式已发生了根本变化。

《中 西 部 高 等 教 育 振 兴 计 划

（2012－2020 年）》明确指出，要加

强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

进优质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大

力推进中西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

度融合。在落后的西部高等教育

现状面前，如何在具体的教学实

践中利用“互联网+”，提高整体教

学质量呢？

首先，要解决教学资源不均

衡的问题，加速实现各种优质教

育资源的集成共享。要充分利用

信息技术，积极进行混合式教学

的探索和实验，建立东中西部高

校之间优质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

机制。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程和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向中西部高

校免费开放。大规模在线开放课

程建设、教学资源平台建设等，可

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受益面，使

中西部地区高校学生能够参加国

内外著名大学网络课程的学习；

精品资源共享课、视频公开课等，

可以提升一大批西部中青年教师教学水平。

其次，要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教学模式，强调

学生主动性、学习灵活性和教师的辅助性。大数据背

景下，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各类教学模式和学

习方式不断呈现，如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在“互联

网+”的语境下，教育已不是传统的线性模式，而是非

线性、模块化、可定制的，学生可根据自身的需求、兴趣

选择学习内容。对高校而言，这就需要利用互联技术、

大数据技术整合不同资源，开展启发式、探究式、讨论

式、参与式教学，建立起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再者，要推动西部高校相关专业建设，加快培养互

联网领域专业人才。把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

算、大数据、数字制造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相关知识

纳入高校的公共基础课教学，提高大学生的互联网知识

水平。在高校或企业建立涵盖 3D 打印技术、智能家居

技术、可穿戴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物联网技术的“创客

中心”或“创客平台”，引导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活

动，从而实现创新与创业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对西部高等教育而言，“互联网+”是最优选项和

必由之路，但还需要诸多的保障措施。首先，高校信息

化建设的投入需安排专项资金。其次，教师信息化教

学素养和意识需要与“互联网+”语境相符合，要通过

网络研修等多种方式进行提升。最后，对信息化教育

绩效的评估和考核应保持常态化，各高校要专门制定

本校的信息化发展规划，并定期进行评估和反馈。

（作者单位：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中心）

在餐饮业，食品原材料的安全管理一直备受关
注。目前，很多农产品和部分肉品已经实现食品安全
可溯源。可这些半成品运到餐厅饭馆开封、解冻之后，
又该如何确保安全呢？

按照传统的手动管理方式，餐厅的值班经理需要
一张张编写每块牛排的开封时间、到期进间，既耗时又
容易发生纰漏。不过，近日举办的“致匠心——远见、
未来、时速”食品安全管理论坛发布的轩亚智能食品生
产安全管理系统，为随时随地监督餐厅的食品安全情
况提供了技术保证。

这套管理系统由轩亚（福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
发，包括打印机端、厨房显示端、网页后台端、手机移动
端 4 部分。当一箱牛排开封后，在食安系统的平板打
印机端点击“牛排原料”，平板打印机会自动打印出标
签，标签上会显示产品开封、制作、解冻、到期等一系列
时间记录，可实时监控产品到期时间。当产品即将到
期或已到期时，管理系统会进行语音、微信推送等提
醒，同时平板打印机端的数据会同步到厨房显示端、网
页后台端、手机移动端显示，餐厅相关管理层或老板还
能通过手机端查看到相关的汇总报表数据。

这套管理系统使得餐厅可以实时监控食品到期情
况，并废除了繁琐的手动写单，提高效率，解放餐厅人
力，如此大大提升了餐饮业食品安全管理的智能化水
平。据悉，轩亚公司多年来致力于为餐饮企业提供智
能管理系统，目前已服务于全国 20000 家餐饮商户，
包括华莱士、德克士等，产品深受餐饮企业青睐。

智能管理让餐厅食品更安全
本报记者 马洪超

西部高教发展要与互联网同行

方旭

日前，北京市平谷区刘家店镇举行首届丫髻山“蟠

桃会”，启动电商平台“丫髻果品汇”。近年来，刘家店

镇大力发展鲜桃种植产业，走上了农业和文化、旅游、

电商结合的发展道路。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传统企业搭上数字化转型快车
核心动能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最新IT技术

本报记者 黄 鑫 实习生 吕 端

传统的航空公司采用社交网络售
票，传统的家电公司利用大数据向服务
商转型，传统的汽车企业应用物联网开
展个性化定制⋯⋯“互联网+”带来了运
营模式平台化、客户体验差异化、颠覆性
创新等变革，正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新动能。

市场调研机构 IDC 的报告指出，数
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所有企业应对挑战的
主要战略，预计到 2018年，全球 1000强
企业中的 67%、中国 1000 强企业中的
50%都将把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的战略
核心。

在日前举行的浪潮企业信息化高峰
论坛上，浪潮集团企业大数据首席咨询
专家王相成指出，企业数字化转型进入
新阶段，核心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最新 IT 技术
推动企业转型、创新与增长。当前这一
轮的数字化转型更加注重运营流程、客
户体验和商业模式的重塑。其中，“互
联”是数字化转型的起点，“精细”是数字
化转型的支撑、“智能”是数字化转型的
成果。

互联互通是起点

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用手机遥控打开
家里的空调，到家时室内已凉爽宜人；
通过手机上的应用软件，可以对空调进
行自动检测、保修和升级，随时告诉你
空调的使用状态——这就是志高的云
空调。传统家电企业正纷纷拥抱“互联
网+”，从而实现互联互通、协作共享，
其背后的用户、使用习惯等大数据更是
被深耕细作。

王相成指出，在“互联网+”背景下，
数字化企业的核心在于互联、精细和智
能。其中，“互联”产生大数据，互联包
括各系统、员工、项目之间的连接，连接
才能产生平台，从而提供更好的服务。

“精细”是指精细管理大数据的连接、提
取、治理和存取。“智能”则是挖掘大数
据背后的规律，以便预算趋势、精准推
荐等。

“连接是基石，精细是支撑，智能是
结果。这使得我们的企业作出的决策
是智能的，供应链是智能的，制造也是
智能的。”浪潮集团副总裁魏代森认为，

“互联网+”企业的核心是互联经济，智
能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关键手段，
通过互联去连接供应商、客户、员工、设
备等。在“互联网+”时代下，连接是大
数据的支撑。

深耕细作大数据为企业决策提供了
精准支撑。比如，上海建工利用大数据
实现了精准拿地，融合了外部政策、社会
舆论、招投标信息、建材价格的全面数
据、内部的管理和资金系统等信息，从机
会选择、客户分析、竞争分析、成本分析
和营销分析等各方面判断是否投标和确
定价格等。

打造大数据平台

“过去，企业以应用为中心，每个业
务都要建立一套独立系统。现在转向了
以数据为中心搭建起大数据平台，将各

类数据整合好，辐射到各个领域。”王
相成表示，比如浪潮集团的企业大数
据分析平台能够处理经营数据、物联
网数据、设计数据等，这个平台不仅改
变了企业内部的流程，还能对外提供
数据服务。

志高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兴浩也表
示，志高搭建的云平台的背后是海量的
数据，对这些海量数据的处理推动着志
高从经营产品转向经营用户。志高的

“智能云+生态系统”，正延伸出大数据
生态圈、产品生态圈、数据服务生态圈、
价值生态圈等子系统，促进企业从传统
的家电制造商向数据解决方案服务商的

“互联网+”企业转型。
魏代森认为，对于传统企业来说，

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就需要继续深化
“互联网+企业”落地，以数据化的新思
维，建立内外部的连接、共享、协同机
制，把各个环节都统一到数字化的协
同平台上，实现业务财务一体化，为企
业管理运营、客户体验提供有力的决
策指导和支撑。

企业平台化之后，总部职能将转变
成一个创新创业的平台，以此为契机还
将建立起财务共享平台、法务共享平台、
资源共享平台等，为精细化管理打下基
础。中国交建财务通资金部副总经理连
敏认为，财务领域要打造一个共享平台，
融合财务业务、财务会计管理等，企业可
以在共享的财务管理平台上进行融合和
应用。

注重精细化管理

IBM 的报告提出，实现企业的数字
化转型首先要创建一个完全数字化的独
立运营体系，在原有体系数字化的同时
将整个体系整合起来，尤其是运营和管
理体系。第二是重塑客户体验。对自身
进行改造和提升，开创一些全新的数字
化产品和服务，以消费者为中心生产个
性化产品。

“《中国制造 2025》对企业的精细管
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因就在于个性
化定制、网络化协作和物联网应用。”魏
代森分析说，个性化定制里，用户和每
个产品、每个订单相连接，企业对事前
的成本估算和事后的成本核算变得更
为重要，对精细化管理提出了更高要
求。网络化协作让企业只需要保留核
心关键生产线，普通的加工环节可以
外包出去，对于管理精细化的要求也
更高。物联网可以记录生产全过程，
让成本管理更准确。

“比如说汽车行业，原来我们拼成
本是拼成本标准和定额，现在是在作
业 层 面 拼 成 本 。 谁 的 管 理 颗 粒 度 更
细，谁就更具有优势更精益。谁能在
作业层面发现浪费、消除浪费、发现价
值、创造价值，谁就有产品的竞争力。”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财务部主任王
晓翔说到。

《中国制造 2025》倡导工匠精神，工
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冯飞指出，工匠精
神的内涵在于精益求精、追求完美、注重
细节、勇于创新等。因此企业向数字化
转型，还要在精细化管理上下功夫，推动

“中国制造”加快走向“精品制造”。

今天，互联网的影响力正在渗透进

经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颠覆性地改

变着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如何应对

这种巨大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目

光锁定在了数字化转型。与其一味抱怨

互联网所带来的种种困境，不如积极面

对，勇敢创新，在拥抱互联网的同时为企

业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事实上，很多感受到互联网冲击的

企业已经率先开始了转型，并且尝到了

甜头。例如海尔已经从传统的家电制造

企业脱胎换骨为互联网企业，从大规模

制造转变为满足个性化需求。其中，最

引人瞩目的是海尔把传统的电器变成了

“网器”，商业模式也从单纯硬件销售转

型为“网器+应用+服务+平台”模式。搭

上互联网快车的海尔塑造了新的核心竞

争力，2015 年海尔网器销售额超过 100

亿元，同比增长 169%。

不过，企业要迈好数字化转型这道

坎，并非易事。这涉及到企业管理思路、

生产模式、管理模式等诸多环节的变革，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抓住转型的

牛鼻子，关键是用好大数据。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数据将是未来企业最大的资

产。

所谓大数据，并非仅是指海量数据，

而更多的是指这些数据都是非结构化

的、残缺的、无法用传统的方法进行处理

的数据。这些看似枯燥晦涩的数据背

后，潜藏着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

合、提升工业制造效率的“魔力”。

要想激发大数据的“魔力”，首先必

须对数据进行精耕细作，精细管理数据

的连接、提取和分析，找到数据背后的逻

辑联系，全力进行数据赋能。其次，则要

将数据与企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

营管理、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产业链各

环节深度融合，从而实现精准的决策、研

发、生产、营销和管理，最终推动制造业

的网络化和智能化。

总而言之，大数据能够帮助企业更

加清晰地掌握客户需求，提供更优质的

产品和服务。用好大数据，对企业加快

数字化转型，以及推动“中国制造”走向

“中国智造”都具有积极意义。

用好“数据”这笔大资产
端 然

使用专业级的体育设施是不少体育
运动迷的心愿，今天这个心愿在移动互联
网时代已经成为现实。

近日，呼啦伴伴连接支付宝城市服
务在浙江黄龙体育中心举行上线仪式。
近 1000 万呼啦伴伴用户以及全部支付
宝用户，可以通过呼啦伴伴和支付宝客
户 端 享 受 体 育 场 馆 预 定 、体 育 健 身 培
训、赛事活动报名等体育服务，这次“联
姻”标志着支付宝对体育爱好者服务的
全面升级。

浙江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孙光明
表示，《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
消费的若干意见》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
战略，把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朝阳产
业培育扶持。《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
提出，到 2020 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超
过 3 万亿元。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我国
体育产业正迎来发展的春天。浙江作为
体育大省，无论是竞技体育、群众体育，还
是体育产业，都处于全国前列，同时拥有
较为齐全的大数据。

“浙江体育大数据系统由‘一个平台、

3 个服务’组成，一个平台即体育资源管理
SAAS 云平台，3 个服务为呼啦伴伴手机
APP 移动服务、嵌入支付宝场馆体育预定
服务和体育协会网站群服务。2016 年是
杭州亚运会筹备的启动之年，浙江将支持
呼啦伴伴等互联网企业运用大数据为浙
江体育加油，为中国‘智慧体育’建设树立
标杆。”孙光明说。

据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主任、浙江黄
龙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荣良介绍，呼啦
伴伴将为浙江省体育协会及行业专业协
会提供体育专业协会的官方网站服务，体
育官方网站服务拥有新闻管理模块、活动
管理模块和人才管理模块三大模块，这些
模块都成长在体育专业协会网站群云平
台上，各个协会在使用自己的官网、维护
自己的活动和人才管理的同时，协会网站
群云平台就拥有了全省的运动员、裁判
员、教练员的人才库，拥有全省的体育专
业协会的活动库。

呼啦伴伴是浙江黄龙体育发展公司
旗下互联网科技公司，其副总裁郭榕翔表
示，呼啦伴伴创建了三位一体的“互联网+

体育云”平台，包括呼啦伴伴、呼啦场馆、
呼啦管家 3 个应用端，确保呼啦体育云平
台体育资源全社会共享，目前已涵盖全国
2 万余家体育运动场馆，覆盖将近 900 万
的用户和诸多赛事资源。

“如何盘活平台上集成的体育运动场
馆，让场馆走进体育爱好者的生活是呼啦
伴伴研发团队所思考的问题。以往，体育
爱好者想找运动场馆、预定场馆等是件麻
烦事，有时即使预定了场馆，跑到现场，却
往往因为人数已满，只能遗憾离开。”郭榕
翔说。

为解决这些问题，呼啦伴伴通过开发
SAAS 平台，用大数据技术构建了数据采
集层、数据存储层和数据分析层。“这些
行为流数据的采集和储存，85%以上都是
非结构性的数据。为了充分挖掘出这些
数据的价值，我们通过专业的数据分析
工具，把非结构性数据转化成结构性的
数据，返回到 SAAS 平台上，最终可以让
人们根据自己的运动爱好，准确、高效地
预定附近适合自己的场馆，在线预定和
支付等都可以一键搞定，十分方便。”郭

榕翔说。
据阿里巴巴战略发展部总经理陶雪

飞介绍，目前支付宝城市服务已经服务 23
个省市地区，覆盖到 165 个城市，本次呼
啦伴伴将与支付宝大数据“强强联合”，呼
啦伴伴的场馆预定和活动约定可以嵌入
支付宝 APP，充分利用支付宝大量客户资
源。记者点开手机支付宝 APP，找到城市
服务端，进入“体育场馆预定”栏目，就可
以进行体育场馆预定、体育活动报名。场
馆报名界面还有免费或低收费的全民健
身活动和爱好活动。

近年来，浙江省举办民间体育赛事的
热情很高，仅浙江黄龙体育中心每年就举
办近 40 项“草根”体育赛事。“呼啦伴伴
SAAS 平台的赛事管理将在提高民间体
育赛事活动效率的同时，真正让体育爱好
者感受到，大型体育场馆不是只为专业选
手建的，普通的体育爱好者也能当主角。
同时还可以为浙江乃至全国的体育事业
发展提供强大的大数据支撑，为老百姓健
康运动、全民健身提供全方位服务。”赵荣
良说。

呼啦伴伴“联姻”支付宝，预定范围已经涵盖全国 2 万余家体育运动场馆——

预定专业体育场馆有了“云平台”
本报记者 崔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