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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 月 16 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到 2020 年，我国将力争
每年减少粮食产后流通环节损失浪费 1300万吨以上，损失
浪费率下降 40%以上，粮食消费更加科学合理，形成全社
会节粮减损长效机制。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局、
财政部近日已经联合发布了 《粮食收储供应安全保障工程
建设规划 （2015－2020 年）》。这也是粮食流通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

根据《规划》，到2020年，全面建成售粮便利、储存安
全、物流通畅、供给稳定、应急高效、质量安全、调控有力
的粮食收储供应安全保障体系，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
竞争有序、监管有力的现代粮食流通新格局。从具体指标
上看，到 2015年年底前，我国将完成集中新建仓容 1000亿
斤任务，实现农户科学储粮专项户数达到 1000 万户；到
2017 年，完成全国“危仓老库”维修改造；到 2020 年，基本
消除“席茓囤”等露天存粮。

记者了解到，当前，粮食流通基础设施长期薄弱和落后
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粮食生产“十一连增”，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入推进，都对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提高粮食收储供应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粮食收储仓容能力严重不足、物流通道不畅、应急供应能力
薄弱、质量安全隐患较大等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凸显。

本报北京 6 月 16 日讯 记者王轶辰报道：国家能源局
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近日联合发布的 2014 年度电力可
靠性指标显示，截至 2014 年底，我国参与可靠性统计的
100 兆瓦及以上火电、40 兆瓦及以上水电机组，每台每年
非计划停运次数分别为 0.48 次、0.30 次，是 30 年前的十二
分之一和十六分之一。全年“零非停”机组越来越普遍，连
续运行机组不断增多，指标远远领先于北美国家水平。

2014 年，全国电网 220 千伏及以上变压器、断路器、架
空线路 3 类主要设施强迫停运率均较 30 年前下降一个数
量级。直流输电系统可靠性水平也普遍好于国际同类系
统。1991 年至 2014 年，城市用户平均停电时间由 96.55 小
时下降到 2.59小时。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史玉波表示，通过 30 年努力，我国
不断完善电力可靠性管理法规制度标准，开展有效监管和
技术服务，创新可靠性管理手段和技术，构建起了企业内部
自下而上、行业协调服务和政府分级监管的工作程序和管
理体系，电力可靠性管理工作在保障电力安全生产、提高电
力企业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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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在入驻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的与陶工坊内，陶

艺师权洋周（右）和兰勇在制作陶器。近年来，兰州市着力将一

处4万多平方米的废旧工业厂房改造为创意文化产业园，截至

目前入驻园区的企业已达90余家。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国家能源局和中电联数据显示——

我国电力可靠性指标超北美国家

本报北京 6 月 16 日讯 记者周雷报道：今天，中国家
用电器研究院和北京中轻认证中心联合发布今年第一批
A﹢认证产品。经过严格的性能指标检测，来自美的、亚
都、九阳、松下等国内外品牌的一批电饭锅、空气净化器、
电子坐便器产品获得认证。这标志着我国家电业以性能
认证为抓手推动产品高端化发展取得新进展。

部分家电产品的标准中，对于产品性能目前按国际水
平、国内先进、国内一般、国内合格分为 A、B、C、D4 级。但
随着家电产品设计与制造水平的提高，相当一部分高档次
产品性能指标已高于标准中规定的 A 级技术要求。

在家电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企业纷纷推进产品结
构调整，积极打造高端产品品牌，力图在高端市场规模和利
润双增长。“高端产品不代表功能多、款式靓，更不是单纯的
高价位产品。”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副院长刘挺表示，高端
产品应该是能抓住高端消费群体需求的高附加值产品。

为此，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和北京中轻认证中心借鉴
国际通行做法、依据我国国情，联合推出电器产品性能 A﹢
认证，旨在对高端家电性能质量进一步明确和证明，引领行
业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A﹢认证在技术指标选取
上主要考虑了家电产品自身的特有性能、节能减排低碳性
能、人体舒适性、卫生等方面，参考发达国家等级指标和我
国产品实际情况，将 A 级技术指标提高 5%至 20%作为技
术要求。

A﹢认证助力家电产业高端化
比 A 级技术指标提高 5%至 20%

“中国制造”插上腾飞之翼
本报记者 黄 鑫

既是制造大国又是互联网大国的
中国，在当下互联网与制造业的强强
融合大潮中，正演绎出一场令世界惊
叹的传奇。

互联网与制造业加快融合，改变了
制造业的生产方式、组织结构和创新模
式，引发了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及“无
工厂制造”等热潮，推动着传统制造业加
速提质增效、深入转型升级。

“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还有很大空
间，目前互联网应用多半是在营销环节、
售后服务环节和采购环节，以后在制造
环节，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都将给现有
的制造业带来颠覆性的变化。”工信部部
长苗圩说。

生产模式走向智能制造

“互联网+制造”推动了制造业生产
模式的变革，集合了数字化、网络化和智
能化特点的智能制造，已成为新型生产
方式。

徐工集团的装载机智能化制造基地
里，从切割、焊接、喷涂、装配到调试，全
套机器人生产线错落有致地自动忙碌
着，只见机器人“细长胳膊”处喷出一簇
簇蓝色的火焰，一块块原色钢材经过层
层加工，在积放链上兜兜转转，最终变成
一辆辆好不威风的金色装载机。“以前我
给材料看病，现在我给机器人看病。以
前担心焊接时的各种人工操作失误，现
在只用控制电脑就能有完美的焊缝。”焊
接工人孙鹏程如此简单地诠释出智能制
造与传统制造的区别。

正如苗圩所言，互联网已经改变了
工业生产方式，衍生出许多新服务、新业
态和新模式，中国制造转型升级要抓住

互联网和制造业的融合机遇，其切入点
和主攻方向正是智能制造。

融合了互联网的智能制造具备怎样
的优势？对此，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研究院院长罗文有着深刻的理解：工业
信息系统通过互联网实现互联互通和综
合集成，促进机器运行、车间配送、企业
生产、市场需求之间的实时信息交互，原
材料供应、零部件生产、产品集成组装等
全生产过程变得更加精准协同。工业云
平台成为新型生产设施，为研发设计、加
工制造、经营管理等生产经营活动提供
资源支撑和服务保障，工业生产要素实
现优化整合和高效配置。工业大数据应
用将贯穿设计、制造、营销、服务全过程，
成为生产辅助决策的支撑，更成为企业
生产的重要生产要素。

显然，智能制造并非是把互联网与
制造业简单相加，而要发挥“乘”法的效
果，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
网等互联网新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优化制造业的生产方式、投资方式、管理
方式和商业模式等，让传统制造业焕发
新春。

产业形态走向服务化

互联网能够有效缩短信息交互的时
空距离，其强大的互动性正是互联网思
维的核心，并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走向
服务化。

在电脑上用软件设计好一个玩具小
黄鸭的造型，连接到专用的 3D 打印机
上，运行程序后，就看到以黄色塑料为原
材料，打印机的探头下就像做蛋糕一样，
原料一层一层叠加起来，最终一个小黄
鸭的玩具模型就诞生了。自己设计眼

镜、玩具等造型，用打印机直接做出来，
3D 打印从技术诞生之时起便打上了个
性化制造的烙印，成为制造业服务化的
典型领域。

人人都是设计师，已经从最早的杯
子、T 恤等小商品走向手机、家电等“大
物件”。比如在海尔互联工厂，用户能根
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选择洗衣机的功
能、外观和容积，在线上定制个性化洗衣
机，下单后还能跟踪洗衣机的生产、供应
商等信息。在互联网上定制和采购材
料、零部件，并自己生产出来，这是最好
的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生产方式，也是附
加值最高的产业形态。

互联网时代，企业不再是简单地听
取用户需求、解决用户的问题，更重要的
是与用户随时互动，并让其参与到需求
收集、产品设计、研发测试、生产制造、营
销服务等环节。罗文表示，“云”、“网”、

“端”越来越成为制造企业发展的新基础
设施，用户、原料、设备和产品之间可以
通过互联网实现有效交流，极大地促进
了产品、装备、管理、服务和产品智能化
水平的提升。

在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的背景下，
以企业为中心的传统制造模式已不适应
市场趋势，企业与用户开始更紧密地结
合。许多制造企业都表示，与以往大规
模生产不同，私人定制成为新的利润增
长点，从单一产品到整体解决方案都能
个性化定制。“互联网+”所带来的服务
化模式，已成为当下企业增强竞争力、提
升附加值的有力手段。

协同制造成为生产新方式

当制造业产业链的上下游都“上

网”后，协同制造成为重要的生产组织
方式，产业链上下游协作将日益网络
化、实时化。

医生开完的处方直接从网上到达英
特药业的生产车间，煎完药以后再送到
客户的手上。“自从把原来线下的交易转
移到线上，中化蓝天旗下的英特药业，最
多一天能接到 1 万张单子，这是原来人
工交易不可能完成的。”中化蓝天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水耀告诉记者。

在制造企业中，运用最早、最好的互
联网技术之一莫过于电子商务。距离市
场最近的制造业销售端，把营销渠道搬
上互联网后，不仅丰富了销售渠道，拓展
了销售市场，还降低了营销成本。如今，
电子商务正从传统的交易平台向研发设
计平台、生产加工平台、物流配送平台、
金融融资平台拓展和转型,完善了生态
链条,使企业更具战略竞争力。

不仅如此，利用互联网，制造企业内
部分工正变得更加专业和精细，不同企
业的原材料供应、机器运行、产品生产、
销售营销都由网络化系统来统一调度和
分派，产业链的上下游协作也因此变得
更实时化。

“与发达制造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
基础的确相对较弱，但互联网应用和创
新却更有优势。利用中国市场多层次、
规模大的特点，加快互联网技术应用，将
有效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工信部国际
经济技术合作中心主任龚晓峰说。

但是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归根结底
仍是产品本身。互联网并非万能，它可
以放大优秀的制造能力，却也能让缺乏
竞争力的制造企业更快消亡。要重塑中
国制造新优势，除了全方位拥抱互联网，
还需在制造能力本身上下功夫。

互联网与制造业加快融

合，改变了制造业的生产方式、

组织结构和创新模式，引发了

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及“无工

厂制造”等热潮，推动着传统制

造业加速提质增效、深入转型

升级。然而，目前互联网应用

多半是在营销环节、售后服务

环节和采购环节，如果能够在

制造环节，以及企业与企业之

间进一步应用，将给现有的制

造业带来颠覆性变化——

提速降费不是运营商一家的事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光纤传送网与宽带信息网专家邬贺铨

本报记者 刘晓峰 谭 辛

近日，国务院提出“城市宽带要免费
提速 40%以上”等 5 项举措，工信部随后
提出明确要求运营商提速降价和 2017
年发展目标。但不少网民对此后 3 大电
信运营商推出“提速降费”举措并不买
账。《经济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工
程院院士、光纤传送网与宽带信息网专
家邬贺铨。

记者：从全球来看，我国宽带网络的

速度和资费究竟处于什么水平？

邬贺铨：我国宽带网络发展，历史欠
账较多，但从 2013 年国务院发布《“宽带
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之后，我国宽带
发展进入快速提升阶段，但是距离全球
领先水平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根据美国 Akamai公司的数据显示，
2013 年，我国固定宽带平均网速全球排
名 82 位，还有一个数据的排名更低——
人均国际干线带宽。2013 年，全球平均
52kbps，中 国 平 均 4.3kbps，非 洲 平 均
8kbps，中国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且仅为非洲的一半。

不过，还应当看到的另一个客观事
实是，2013 年中国人均 GDP 排名全球第
八十六位。对比网速排名第八十二位来
看，我国宽带网络发展与经济发展处于
同一水平线。网民希望我国网速媲美发

达国家，远远超出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
段，不够现实。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城
乡差异较大，用整个国家的均值与中国
香港、新加坡、韩国相比，也是不科学
的。事实上，北上广这些城市的宽带网
速单独拿出来排名，都会比较靠前。

记者：近期，3 大电信运营商推出“提

速降费”举措后，不少网民并不买账，觉

得没诚意，您怎么看？

邬贺铨：对“提速降费”的要求，电信
运营商的响应还是很及时的，也有一定
力度。网民的不满主要针对资费。可以
看出，网民对移动业务的关注高于固网
业务，对资费的关注高于网速。有些网
民表示，不需要速度那么快，只要降价就
行。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是，运营商此次
降价力度虽然不小，但主要是针对高速
网络或高端用户。我国的现实情况是，
低速网络用户占大部分，特别是移动通
信领域，现在 4G 用户占比还不到七分之
一。总的来看，主要是广大低消费用户
认为实惠不够。

至于运营商是否有诚意，现在说还
为时过早，“提速降费”不能一蹴而就，运
营商承诺的时限是 2015 年年底，现在还
有 6 个 多 月 的 时 间 ，网 民 不 妨 多 些 耐
心。提速降费也不是电信运营商单独层
面的事情，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国务院《加快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推进网
络提速降费的指导意见》，对工信部、发
改委、财政部、国资委、住房城乡建设部、
环保部等部委以及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具

体工作安排和分工，政府还提出开放宽
带接入市场，引入民营资本，促进竞争，
现在关键是《意见》能否落实到位、何时
落实到位。而且，在宽带“提速”中，互联
网企业也要担负起责任。运营商的网络
速度提升了，如果内容服务商依然存在
服务器流量和中继线带宽的瓶颈，用户
的上网体验也不会好。

记者：大规模宽带普及提速，需要 5

至 7 年 甚 至 更 久 的 投 资 回 报 周 期 ，在

2014 年 3 大运营商全面遭遇“收入、利润

下滑”的时期，这对运营商来说是不小的

负担，您怎么看？

邬贺铨：提速降费难度是有的，但空
间也是有的。首先，提速降费的潜力来自
于技术的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网
络建设成本会大幅降价。其次，规模效应
让提速降费成为可能。数据显示，目前我
国 4G 用户占移动用户八分之一，3G+4G
用户占49%，还有一半的用户是2G用户，
移动宽带的发展空间还有很大。建网投
资成本虽然很高，但随着网民规模的增
加，边际成本将递减。第三，新的增长点
会促进提速降费。随着产业互联网的发
展，以及新业态、新形式的消费形成，也会
带动宽带使用率的提升。第四，运营商要
从管理要效益。国有企业的改革会遇到
一些体制约束，但国家正在加大国有企业
改革的力度，机制体制上可能有一些突
破，这对运营商将是机会。

记者：那么，“提速降费”对运营商来

讲到底意味着什么？

邬贺铨：对运营商来讲，“提速降费”
是难得的发展机遇。虽然一段时间老百
姓对运营商的态度褒贬不一，但宽带越
来越受到政府和老百姓的重视是不争的
事实。一方面，过去因为用户对于宽带
提速的热情不高，对于光纤到户的改造
有所抵触等，造成了光纤到户的覆盖用
户数与实际用户数严重不匹配，制约了
宽带的发展。另一方面，宽带网络不被
社会重视，其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被忽略，
进入小区难、入户难是宽带建设的难
点。宽带中国战略中提出宽带网络是国
家战略性的重要基础设施。国家也明确
表示，支持建设国际干线、建立普遍服务
补偿机制，利用无线频率占用费等来补
偿农村和边远地区的网络建设投资。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常态，
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在此背
景下，“互联网+”战略应时推出。首先，
基于互联网的创业和创新，门槛较低，
对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和环
境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利用信息通信
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平台，可以促进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在新的领域创造新的
业态。必须看到的是，宽带网络作为国
家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正是推动经济
转型升级、落实“互联网+”战略的根本
与基石，而“提速降费”是国家经济发展
到现阶段对宽带网络的要求。运营商
更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发挥在数字消
费、拉动信息产业链发展、扩大就业中
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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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

力争未来 5 年粮食损失率降四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