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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产 业 站 上“ 云 端 ”
本报记者 曹红艳

近期，在第十四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
会上，一系列“互联网＋环保”行业的整
合应用设备、产品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
基于环保云、智慧环保的空气质量一体
机、城市扬尘监测设备等在展会上受到追
捧。通过互联感知 （采样）、实时传输、
智能数据分析、实时结果推送，将水处理
服务与大数据、云计算整合而生的“水处
理大数据云平台”，被河南大河水处理公
司苗伟带上展会，由他们自主开发的这套
系统刚刚被评价为“为我国环境服务业的
发展创出了新路子”。

在“互联网＋”大潮席卷之下，从
在线监测到大数据应用，环保产业正在
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数据中掘金

6 月 19 日，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
“环评和监测工作”创新大讨论上讲
到，大数据、“互联网+”等智能技术
已成为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手段。

如今，公众最为熟悉的莫过于基于
互联网的环境信息发布，很多人手机上
都下载了查询 PM2.5 浓度的应用软件。
从今年 1 月 1 日起，全国 338 个地级及
以上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实现了实时
发布全覆盖，所有数据在环保部的网站
上都能查询到。

此外，环境数据传输也是利用互联

网技术的重要应用之一。据环保部环境
监测司汪志国介绍，现在全国各个地方
的环境空气质量数据、地表水数据、饮
用水源地数据、土壤数据等，都是利用
互联网技术传输至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由监测总站负责审核并形成综合报告。

据介绍，目前全国范围内的１万多
家国家重点环境监控企业，基本上都装
有在线监测设备，实时监测四大类需减
排的污染物排放量。

同时，我国已有 29 个省区市的环
保部门使用手机、笔记本等便携设备协
助环境执法。“把执法程序固化在手机
APP 和电脑软件里面，现场考察工厂
的排污指标情况时，只需要将达标部分
画勾，未达标部分画叉，就可以自动生
成执法笔录。”环保部监察局杨子江告
诉 《经济日报》 记者。

环境数据采集的信息化，不仅让环
境管理部门、环境企业及时掌握了更多
的数据与信息，更达成了优化环境管理
的基础。以阿里巴巴推出的互联网环保
APP蔚蓝地图为例，用户可以通过它获
得全国各个地区水、空气、土壤的参数
和指标。“蔚蓝地图充分体现了环境监测
的全民参与和服务自治。”阿里巴巴集团
阿里云事业群业务拓展专家胡穗说。

互联网驱动

在珠三角区域承接在线监控系统建

设与运行维护的广东长天思源环保科技
公司，也正着手将在线监控数据通过
APP、微信等移动互联网方式发布，
同时研究重点污染源的数据挖掘、分
析，为政府部门、企业、公众提供精确
信息服务。

与“互联网＋”相伴而行的大数
据，给致力于环境数据开发类公司带来
巨大机遇，召唤着他们去开疆拓土。

与此同时，环保部科技司副司长刘
志全呼吁，需尽快制定环保数据资源服
务产业政策，编制环保数据资源目录体
系，发布系列数据资源产品，培育和扶
持一批大数据服务企业，发展新型环保
产业。

“互联网＋”不仅推动了环保产业
政策层面的“谋篇布局”，更以新思维
推动环保产业迎来满眼生机。

“博乐宝互联网智能净水器的水质
滤膜，其使用和耗损情况可以通过手机
查看，这是直接利用互联网成为产品的
组成部分。”北京金控数据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杨斌举例说。

促产业创新

“‘互联网+’的出现，不仅加速
行业的发展，更为行业的前行方向勾画
出清晰的科技路线。”一直从事供水管
网漏损管理业务的安恒集团科技副总裁
王志军告诉记者，“以我国城市的供水

管网漏损管理为例，从噪声记录仪报告
漏水声，到水量趋势分析评估漏损程
度，再到智能区域压力管理技术等，我
们已经在与‘互联网+’深度融合。”

此外，相似的例子也在河南大河水
处理公司的“水处理大数据云平台”得
到体现，该平台已在山西天脊煤化工有
限公司投入使用，各项数据表明，该系
统可提高水综合利用率 5％至 10%，超
标报警时间零时滞，提高了设备运行安
全性，降低了工艺设备故障停机次数。
同时，该平台还可降低人工成本 30%
以上，减少化学药剂、耗材等运行材料
费用成本 20%至 30%，综合运行成本
降低 30%以上。

“环境工程将互联网、物联网、信
息管理等多领域成熟的技术做了一个集
成，‘互联网+’就是把这些元素都加
进来。”苗伟介绍，该平台为第三方运
营服务提供了全套科学的实用工具，为
提升工业用户效益和发展第三方运营起
到了推动作用。

从技术集成的创新到产业模式的创
新，“互联网+”给环保产业带来更广
阔的疆域。“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
互联网、物联网应用快速发展的时代背
景之下，‘互联网+环保’或许能够成
为当今产业潮流中最为夺目的产业之
一。”这是在刚刚落幕的“互联网+环
保”产业发展论坛上，政策决策者、与
会企业代表们的共识。

如今，随着环境产业数据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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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乳企出海 国外乳品抢滩

乳业新一轮竞争拉开序幕
本报记者 祝君壁

日前，光明乳业发布公告称，将通过
定增募资从控股股东光明集团手上接盘
以 色 列 乳 业 巨 头 特 鲁 瓦 集 团 控 制 权 。
2015 年 3 月，光明集团通过其控制的下
属公司间接收购了特鲁瓦集团 76.7%股
权，该次收购备受瞩目，也被称作中国乳
企的最大单“出海”并购。

光明乳业在开拓海外市场上，着实走
在了前面。2010 年 7 月，光明乳业以约
3.82 亿元人民币收购新西兰新莱特公司
51%股权，成为中国乳业首桩海外并购案，
这不仅使新莱特当年实现扭亏为盈，并在3
年后成功上市。此后，贝因美、伊利、蒙牛、
新希望等企业相继“走出去”，布局奶源、兴
建工厂和研发中心。

“最近国内乳制品企业集体‘出海’，
目的在于去海外与大型乳制品企业和品
牌并购或者合作。”乳业研究员宋亮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目前国内乳企大多集

中在欧洲地区探索合作可能，主要由于从
国家宏观调整层面来看，在‘一带一路’方
针指引以及自贸区建立等方面作用影响
下，我国对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比较看
好，加速了国内乳企在海外布局。”

“国内乳企走出去还是为了突破资源
约束，寻求质优价廉的奶源，并希望通过
国际化来尽快赢得消费者信任。”乳业专
家陈渝认为，国际化可以有效缓解国内优
质奶源不足的局面，提高消费者信心。

然而即便在国家食药监总局公布的
2014 年婴幼儿配方乳粉最新检测结果
中，有 4个进口品牌、2个批次存在一般风
险，依旧没能削弱消费者对“洋奶粉”的喜
爱之情。记者在位于朝阳区民族园路唐
人街购物广场内的大润发超市发现：虽然
国产奶粉的平均售价低于进口奶粉，但在
超市所卖的全部奶粉中，进口奶粉约占三
分之二，国产奶粉仅占三分之一。而在其

他超市，柜台销售的进口奶粉数量也大都
多于国产奶粉。对此，宋亮认为，国内乳
企纷纷“出海”也是想借鉴国际乳业先进
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完善自身产业链建设
和长远发展做准备，应对进口乳制品对国
内市场的冲击。

近日有消息传出，达能集团大量经销
商突然间被取消经销商资格，旗下纽迪希
亚生命早期营养品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成立一年左右就遭整合，目前大量员工离
职。此外据新西兰当地媒体报道，恒天然
首席执行官施牧德表示，恒天然准备在销
售一线上部署上百人，因此相应的集团下
面支援性的职位会被削减，总共裁员人数
会超过 100 人。“国外乳企裁员的原因主
要是市场整体消费疲软、企业经营能力较
差，此外受原料价格整体下降的影响，裁
员可以减轻企业压力。”宋亮说。

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市场仍然

是恒天然最大的出口市场，因此预计恒
天然中国公司不会被卷入裁员计划。由
此不难看出，进口乳企在中国市场的竞
争将进一步加剧。

此外，随着日前欧盟宣布正式取消已
在欧盟国家执行了 30 余年的奶业配额制
度，意味着将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奶农们
可以自行决定产量。对此，中国奶业协会
原常务理事王丁棉认为，中国市场将成为
欧盟牛奶的下一个出路。“前年中国进口
的液态奶有 18.5 万吨，去年增加至 29.5
万吨。”王丁棉预测，今年中国消费进口奶
量将突破 40万吨。

日前，美赞臣首席执行官卡斯帕·贾克
布森在2015年一季度业绩发布会上表示，4
月开始美赞臣已直接从荷兰向中国就成品
奶粉进行发货。“美赞臣荷兰工厂的产能在
未来数个季度将会增加，这将对公司2015
年下半年在中国的增长带来更大支持。”

本报北京 7 月 5 日讯 记者杨国民报道：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的 2015 年 6 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
数（LPI）为 55.7%，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
息中心副主任何辉分析认为，6 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受季
节性因素影响有所回落，但仍在景气区间运行，反映出当前
物流运行和国民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

物流业景气指数各分项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
指数、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设备利用率指数、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回落；平均
库存量指数、资金周转率指数、物流服务价格指数、主营业
务利润指数和主营业务成本指数回升。

何辉认为，资金周转率指数回升，显示出降准降息等宏
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对实体经济运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物流服务价格的回升，主要是消费品物流上升的支撑，说明
当前国内消费需求继续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

从后期走势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
回落了 2.6 个百分点和 3.4 个百分点，位于 59.7%、53.7%的
较高水平，预示随着高温和雨季等季节性因素影响加大，物
流活动增长势头将继续有所放缓。

另外，今天公布的 6 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
99.4点，比上月下降 3.9%，比年初下降 5.2%，比去年同期下
降 8.9%，总体上继续延续回落走势，但环比降幅较 5 月有
所收窄。

分析认为，6 月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继续回落，主要
是受油价下调和大宗商品需求继续回落等因素影响。从分
地区指数看，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增长动力有
所增强，6 月运价指数回升较为明显，环比涨幅为 7%；大宗
商品生产、销售较为集中的华北、东北等地区运价指数则有
所回落，环比降幅均在 0.6%左右。

6月景气指数有所回落

物流运行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第十七届上海国际纺织工业展览会 6 月 15 日起在上
海举办，在这一亚洲规模最大的纺机展上，“数码印花”成
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在数码印花机械专区，不仅花布，连
衣服、雨伞、运动鞋、帽子、滑雪板都用数码印花机印上了绚
烂的图案。

作为国际新兴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数码印花生产灵
活度高、工艺流程短、效率高，在颜色渐变、云纹等高精度图
案的印制上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技术上更能实现低能耗、
无污染的生产，国家“十二五”规划对印染行业提出更高节
能减排要求，数码印花已成为印花行业的趋势。

更令人振奋的是，数码印花作为我国自主创新、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产业，正在推动纺织行
业向创新型、生态型、环保型的低碳经济模式转型。

据英国 PIRA 机构预测，2014 年至 2015 年，全球数码
印花产量占到纺织品印花总产量的 10％，数码印花设备的
保有量将达到 5 万台套。根据国内的相关发展状况初步预
计，我国数码印花产量将占到国内纺织品印花总产量的
5％以上，数码印花设备的保有量将达到 1万台套。

但目前，数码印花技术的发展水平仍需提升。不同于传
统印花，数码印花产品的成败不仅在于数码印花机的质量，
还在于生产整体的过程，印刷的喷嘴、墨水、软件、织物的适
应性和前后处理都是关键，关乎数码印花技术能否帮助企
业实现“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

记者从业内专家处了解到，根据目前的市场状况，数码
印花的投资收益比传统印花高出 3.5 倍，投资回收期约为 2
年至3年。率先进入数码印花市场，领先竞争对手，将有利于
企业在纺织业的长远发展。但在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信息
产品营业本部大幅面打印机产品经理宋海洋看来，传统印花
企业有的已有转型行动，目前观望的企业更多一些。

宋海洋说，“数码印花色彩饱和度更高，时尚产品可以
按需定制，用爱普生的微喷印花机输出，运用热转印工艺甚
至能将图案转印到铝板上，实现照片级别的影像展示。同时
还能让用户实现低能耗、无污染的生产。”

在国际市场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

我国数码印花有望引领印染业
本报记者 沈则瑾

本版编辑 于 泳 李 景

航空维修业是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也是福建省厦门市重点发展的支柱产
业。经过20余年的快速发展，厦门市已成
为亚太地区航空维修业的领头羊。如今，
随着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的成
立，依托先行先试的优势和政策利好，厦
门航空维修业将借自贸区东风再次腾飞。

“对于飞机维修业来说，时间就是生
命,如何让来自全球各地的航材快速通
关、又好又快地维修，是影响我们市场竞
争力的关键因素。”太古公司物流部经理
孙立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按照传统的监管方式，在飞机进境以
后，才会根据检测情况确认所需维修航

材，极大影响了维修周期。为此，厦门海
关为企业量身订制了“修理物品+保税仓
库”的模式，提前将可能用到的维修航材
储备在专用的保税仓库中，需要时可直接
从仓库中领取。目前，9 家航材保税仓库
先后被批准设立，储备各类航材 11 万种、
900 余万件，基本可满足飞机维修的日常
需求，实现飞机随到随修。

为简化航材通关手续，航材申报周期
被调整为飞机维修周期，即企业可以工单
方式将所需航材提前领取出库，待飞机维
修结束后，根据使用情况统一申报，从而
满足了航空维修企业耗用航材繁杂、不确
定性强、通关时限要求高等特殊要求。

厦门海关还陆续出台了无纸通关、随
报随审即审即放、客带货快速通关验放等
一揽子便捷举措，同时，还将以“大数据”
为核心，着力推动工单核销、内销模式、无
纸化作业等联网监管改革措施，这些都将
极大地增强厦门航空维修业的竞争能
力。“航材的价格一般较高，一个书本大小
构件的价格可能就有几千乃至上万美
元！”厦门海关加工贸易监管处方志远介
绍说，“许多企业都会选择客带货的方式，
派人将相关配件从国外带回来，在节约时
间的同时，确保航材的安全性”。针对这
一情况，客带货快速通关制度出台，为企
业提供提前申报、清单验放、随到随走等

个性化服务，确保航材第一时间通关。
据预测，到 2018 年我国航空维修市

场的收益将达到 57.2 亿美元，占世界维
修业总收益的 10.4%。目前，厦门航空维
修业已基本形成以飞机结构大修为龙头，
以发动机、起落架、航空电气及零部件维
修、制造和培训为辅助的一站式产业格
局。随着维修企业聚集的航空工业区被
纳入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一系列政
策措施将使厦门航空维修业的竞争优势，
从劳动力价格优势转向综合竞争力优势，
并在部件维修等深度维修领域同世界先
进维修企业展开局部竞争，带动全国航空
维修业实现新的腾飞。

2018 年市场收益将达 57 亿美元

厦 门 航 空 维 修 业 成 亚 太 领 头 羊
本报记者 薛志伟

在香港国际环保展上，

观众在现场观看广泛应用互

联网技术后的城市废弃物管

理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