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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为近10年来最低点——

农机行业深耕“机器换人”
本报记者 刘 慧

国 产 农 机 亮 相 欧 洲 市 场

受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影响，农机产业结构矛盾突出、增长放缓。

企业应进一步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全程全面机械

化，深耕“机器换人”；同时坚持创新，加强高端装备核心关键技术研

发，加快开拓国际市场——

在经历了 10 多年快速发展之后，
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农机企业主营业务
总收入同比增长 5.8%，但增速却下降到
了近10年谷底。农机行业呈现出农机保
有量增大、市场竞争激烈、产品升级速度
加快、整体行业增幅趋缓等特点。业内人
士普遍认为，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推进，农机行业进入了深度调整期。

核心技术缺乏成“痛点”

农机行业不仅受到农机化发展水
平、农业结构调整、农业补贴政策变化影
响，也受到国家环保政策影响。中国农
机工业协会会长陈志认为，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是农机行业增速下滑的原因
之一。去年国家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全
国籽粒玉米种植面积减少3000万亩，粮
食价格下降，加上部分区域的自然灾害，
农民收入减少，影响了农机销售。

从中国农机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
看，拖拉机和玉米收获机两大主要农机
产品增速下滑最为严重。行业骨干企业
拖拉机产量折合标准台下降 9.0%；骨干
企业玉米机产量下降 43.54%，出现断崖
式下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调整影响农
民购机积极性。农机购置补贴连续 3 年
没有增加，且增加了大型高端机具补贴
比例和额度，造成补贴资金缺口较大。
国三农机升级造成农机生产成本和维修
难度增加，部分经销商和农机用户有畏
惧心理。

在陈志看来，在现代农业生产面临
资源环境约束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双
重压力下，我国农机行业已从高速增长
转向中高速增长，从结构不合理转向结
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
创新驱动。行业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中
低端传统农业机械产能过剩进一步加
剧，产品同质化已成为农业装备行业最
大挑战，产业进入低利润时代。

目前，我国农机产业发展基础和共
性技术薄弱、高端装备核心关键技术受
制于人、行业试验研究手段发展缓慢，直
接影响农机装备安全环保性能、动力及
经济性能、产品可靠性、结构强度等的关
键零部件，以及高端领域核心关键技术
远远不能满足当今农机工业发展需求，
必须进一步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更加重

视引导和促进农机工业转型升级，增强
中高端、全产业链装备的研发生产。

农机有效供给补“短板”

不过，粮食烘干机、青贮玉米收获机
等一些适应市场需求的农机产品产量却
出现逆势增长，马铃薯、大豆、棉花、甘蔗
等经济作物生产，畜牧、丘陵山区及秸秆
产业农机装备等细分市场和智慧农业、
设施农业等细分领域持续高速发展。

据中国农机工业协会统计，2016 年
饲料收获机械产量增长5.02%，零部件产
量增长6.26%，农副食品加工机械产量增
长11.98%，粮食烘干机增长超过30%，青
贮饲料收获机等增长也比较快。由于水
稻秸秆处理需求和用户的变化，2016 年
半 喂 入 式 水 稻 收 获 机 产 量 同 比 增 长
79.83%。水稻插秧机增长了11%。

这是我国农机需求结构发生变化的
结果。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农业生产
全程全面机械化，农机化已经从主要粮
食作物的耕种收环节向植保、烘干、秸秆
处理延伸；从粮食作物快速向棉油糖经
济作物扩展，向养殖业、加工业拓展，农
业产业各领域各环节迫切需要加快“机
器换人”。北方平原和旱作区等农业机
械化水平较高的地方，正在加快提挡升
级，需求向大马力、高性能、复式作业机
具转变；南方水田地区、丘陵山区等发展
相对滞后地区的需求快速上升。农机工
业供给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农机产
品由大田作物向农业全领域拓展，由耕
种收向产前产后延伸。

中联重科副总裁王金富告诉记者，
中联重科农业机械加大创新力度，推动
产品升级和结构优化，产品覆盖小麦、水
稻、玉米、油菜等主要农作物的育种、整
地、播种、田间管理、收获、转运、烘干储
存等农业生产全过程。其中，粮食烘干
机已形成覆盖 8 吨至 1000 吨级系列产
品，去年销售实现大幅增长。动力换挡
大马力拖拉机、青贮收获机系列产品，甘
蔗收获机的研发制造取得突破性进展。

加快开拓国际市场

2016 年全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由 63%上升至 65%，水稻种

植和玉米、油菜、马铃薯、棉花收获机械
化率增幅均超过 3%，主产区秸秆处理、
高效植保、产地烘干能力明显增强，甘蔗
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陈志认为，我国农机化发展空间很
大，未来 5 年至 10 年对于高端农机的刚
性需求仍将持续增长。预计 2020 年全
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将达70%
左右。

从投资看，去年农机企业投资继续下
滑，但政府对农机工业的资金支持持续增
长，国家预算资金投资9.77亿元，同比增
长51.37%。国家发改委陆续安排了一批
农机装备发展重大项目，比如动力换挡拖
拉机、采棉机、高含水玉米籽粒收获机项
目等；国家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已有6

亿元投向农机企业；科技部“十三五”科技
计划也有3亿元资金拨付。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一些制造企
业加快了开拓国际市场脚步。中国一拖
市场部部长寇海峰告诉记者，去年中国
一拖加强市场开拓，在国内采取“去库
存、促升级”行动，推动产品升级和结构
优化；在国际市场实现了中国动力换挡
高端产品的突破。YTO-东方红品牌在
第 34 届哈瓦那国际博览会上获得质量
金奖，并再次获得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
商会推荐出口品牌。

“农机制造企业需要坚持创新，靠技
术和差异性产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同
时通过提升管理、优化工艺把产品做到
最好。”陈志说。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
理条例》由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布，并
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条例》
有何特点？对发展5G和打击电信诈骗等
违法行为有何促进作用？《经济日报》记者
日前独家采访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刘利华。

记者：早在 1993 年，国务院、中央军
委已经制定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
电管理条例》，为何去年又公布修订后的

《条例》？

刘利华：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的不
断深入和无线电技术在社会生活各领域
的广泛应用，1993 年发布的《条例》已不
能完全适应无线电管理工作的现实需
要。一是随着《中国制造 2025》、制造业
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等决策部署的实施，通
信、交通、航天、广播等都是用频重点领
域，频谱资源日趋紧张；二是利用“伪基
站”、“黑广播”从事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增多，破坏了正常的无线电波秩序；三是
根据依法行政的要求，无线电管理工作需
要进一步规范，为合法利用无线电频率提
供方便。

记者：无线电频谱作为稀缺的战略资
源，《条例》设立了哪些制度来缓解这种资
源的紧张？

刘利华：《条例》强调频谱资源的科学
规划，减少不必要的闲置和浪费。其中确
立了“行政+市场”的资源分配制度。对
于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等频率资源的
许可，继续采用行政审批的方式予以重点
保障；对于地面公众移动通信使用频率等
商用无线电频率，可以采取招标、拍卖的
方式实施许可。同时，新增卫星无线电频
率管理的相关规定，规定国际电信联盟规
划给我国使用的卫星无线电频率，由国家
无线电管理机构统一分配。此外，还规定
了频率资源收回制度。规定无线电管理
机构有权对 2 年不使用或者使用率达不
到许可证规定要求的，撤销其无线电频率
使用许可，收回无线电频率。

记者：《条例》为何新增了通过招标、
拍卖的方式来配置频谱资源？

刘利华：为促进资源的高效开发利
用，《条例》借鉴国外的做法，按照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在推动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
规定地面公众移动通信使用频率等商用
频率可以采用招标、拍卖的方式分配。无
线电管理机构在按照招标、拍卖的形式确
定中标人、买受人后，作出予以许可的决
定，并依法向中标人、买受人颁发无线电
频率使用许可证。当然，招标、拍卖仅限
于商用频率，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利
益等频率资源的许可，继续采用行政审批
的方式。

记者：新《条例》的出台对 5G 发展有
哪些促进作用？

刘利华：频谱规划和管理是 5G 系统
技术发展和应用的重要环节。5G系统多
样化应用的特点决定了5G需综合利用高
中低频段资源。其中，在中、高频段需要
大的连续频带，这也必然涉及较多的其他
无线电应用。新《条例》确立了无线电频
率资源规划和开发利用的原则，细化明确
了卫星无线电频率管理的相关规定，这些
为今后通过创新无线电管理方式，适应
5G 系统技术发展和应用需求，采用多种
方式平衡军地、空间与地面、不同行业间
的频率需求，制定 5G 系统与不同业务间
频率共享方法，科学规划和管理 5G 系统
频率提供了法规基础和制度保障。

记者：当前电信诈骗案持续多发，工
信部将如何以新《条例》颁布实施为契机
打击“伪基站”、“黑广播”等违法行为？

刘利华：新《条例》规定了一系列管理

规定和保障措施，为无线电管理机构打击
违法行为，更好地开展相关执法及安全保
障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下一步我们
将在抓好《条例》各项制度贯彻落实的同
时，加强对频率使用情况和在用无线电台

（站）的检查和检测，进一步强化监管查处
手段。对于“伪基站”、“黑广播”等非法无
线电发射活动，一旦发现立即扣押发射设
备、查封无线电台（站），同时根据《条例》
关于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对违法行为人
给予相应的处罚。涉嫌犯罪的，及时通报
公安机关并配合调查处理。

记者：与原《条例》相比，为何新《条
例》较大幅度提升了处罚力度？

刘利华：《条例》加大了对违法行为
的经济处罚力度，如对于擅自使用频率、
设置电台的，罚款上限由 5000 元提高到
50 万元。由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迅
速，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增长，因而处罚
额度也应适应时代变化。同时，无线电
技术飞速发展使得无线电设备种类和数
量日益增多，呈现出受众面广、体积小、
操作简易、价格低廉等特点，这也导致了
违法行为的成本不断降低。近年来，受
经济利益诱惑，擅自设置使用“伪基站”、

“黑广播”等无线电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社会各界要求提高罚款额度的呼声较
高。因此，遵从“禁止任何人从违法行为
中获益”的原则，在《条例》修订中提高了
罚款额度。当然，新《条例》加大处罚力
度后，无线电管理领域的执法人员需严
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做到
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如 何 有 效 利 用 频 谱 资 源
——工信部副部长刘利华解读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本报记者 黄 鑫

无线电频谱作为广泛应用

于社会和国防发展的战略资

源，随着智能制造、物联网等新

技术新业态快速发展，也进入

了新的发展时期。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

条例》聚焦无线电发展的实际

问题，对如何打击“伪基站”、

“黑广播”、频谱资源的招标拍

卖、对5G发展的促进作用，作

出具体部署——

据新华社电 （记者战小漪） 保加
利亚国际农业博览会22日在普罗夫迪夫
市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中国民营农机
公司纷纷亮相展会。

保加利亚农业部长博祖科夫在展会
开幕式上致辞说，来自 33 个国家的 700
多家公司参加农博会，其中170多家是首
次参展。展会上，来自中国安徽、湖北、江
苏、河北等省的民营企业纷纷展出自己研

发的农机系列产品，与德国、意大利等国
生产的大型农业机械设备同台竞争。

武汉吉美创新科技公司总经理杨镇
诚告诉新华社记者，公司从 2006 年开始
进军中东欧国家，已经在保加利亚、希腊、
土耳其等国家的农机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每年在保加利亚都有稳定的客户。今年
首次参加农博会，为今后长期开拓中东欧
国家市场奠定了基础。

“我国智能制造未来发展
潜力巨大，2020年我国智能制
造产值有望超过 3 万亿元，年
均复合增长率约 20%。”国家
信息中心副主任马忠玉在日前
举行的大数据智能应用推动制
造业变革与升级研讨会上强
调，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业转
型升级的战略支点。

“大数据驱动智能制造加
快发展，加快互联网与制造业
快速融合，是传统制造业变革
与升级的重要内容。”马忠玉表
示，大数据智能应用发展对生
产、生活都产生重大影响，以数
据挖掘分析为核心的应用和服
务，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
刻变革。

“制造业大数据是一座金
矿！”北京大学工学院工业工程
与管理系主任侍乐媛表示，制
造业拥有的大数据远超其他行
业，但到现在为止距开采出来
还差得很远，很多数据天天“流
淌”都没有办法收集起来。究
其原因，制造业大数据具有复
杂性，是动态复杂的拆分合并
数据。从全球应用现状看，制
造业基本上是纵向数据的采集
和利用，缺乏横向数据的链接
和利用。实际上，制造业需要经纬纵横的数据采集能力。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物理世界和数字化世界的融
合。”微软（中国）首席安全官邵江宁表示，万物互联导致
万物皆数据，制造业必须实行数字化转型，提高效率、降
低成本、优化用户体验，以更好地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据介绍，GE 航空通过与微软合作，把物联网平台成
功用于飞机发动机的监测和预测性维护。GE 所有的飞
机发动机传感器数据被采集到物联网平台，企业实时分
析，一方面能够精确控制发动机油耗，另一方面能够准确
预测发动机损坏时间，在设备损坏之前实行预测性维护，
可有效提高飞机发动机安全性和可用性。

在我国，智能制造尚处于起步阶段。2016年3月份，
海尔率先发布具备自主知识产权、支持大规模定制的互联
网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平台COSMO，并通过开放、互联、可
视让用户成为智能制造的参与者。目前，海尔已在全国各
地建成了8座基于COSMO平台的大型互联工厂。

“大数据推动家电行业以用户为原点转型。用大数
据把我们的产品变成与用户交互的端，不断对接用户需
求，配合互联网工厂，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海尔空调有
关负责人表示，基于空气生态圈诞生的 500 亿多条大数
据，海尔已输出了研发、制造、产品、服务、生态等 5 类应
用成果。

截至目前，海尔空调的室内空气大数据已覆盖全球
32个国家、国内443个城市的63483个小区。在研发端，
海尔空调用大数据实现了从研究“机器”到研究“人”的跨
越；在产品端，海尔空调基于大数据实现了从“电器”到

“智能网器”的升级。2016年，海尔大数据平台以海量数
据为基础建立地域化差异化的舒适节能模型，并学习用
户使用习惯，实现个性化节能。此外，海尔把空调用户使
用数据资源与智慧城市、智慧电网管理相结合，为智能应
用打开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日前，在“福建宁德 2017 年锂电新能源产业链招商
会”上，来自国内外 113 家锂电新能源相关企业共对接
29 个项目，总投资近 112 亿元。杉杉科技、卓高新材料、
厦钨新能源材料等投资机构和企业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签下大单，项目涵盖了锂电新能源上下
游全产业链。

投产不到6年的宁德新能源锂离子电池项目近年来
发展迅猛，2016 年产值达 251 亿元，年创税收近 20 亿
元，带动 5 万多人就业。公司所建亚洲规模最大的锂电
池研究院有 130 多位博士、1000 多位硕士，产品技术指
标位于全球前列，带动了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机
械制造等一批上下游企业在当地落户。

宁德市委书记隋军说，宁德市是一个典型的“老少边
岛贫”地区，土地稀缺，工业基础薄弱。以宁德新能源公
司为龙头的锂电新能源产业是当地最具活力、最具前景
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宁德围绕锂电池、关键材料、新能
源汽车等业态，以龙头企业带动，打造锂电新能源产业集
聚核心区，并辐射带动周边县域形成锂电新能源产业集
聚带。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宁德市近年来将锂电新能源
产业作为千亿产业集群培育，锂电新能源产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产业集群效应初步显现。预计到2020年锂电
新能源产业总规模将超过 1000 亿元，其中包括消费电
子电池、动力电池、储能系统等在内的电池产业产值可达
700 亿元，通过电池产业带动的配套材料和设备产业产
值规模将超过300亿元。

汽车动力锂电池近年来需求旺盛，吸引了众多资本
竞相涌入并推动行业快速发展，产业链逐渐完善。宁德
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黄世霖介绍说，2016
年，由该公司牵头承担的“新一代锂离子动力电池产业化
技术开发”项目启动。这项由福建省科技厅重点推动、宁
德时代新能源与中科院物理所等单位联合申报的项目将
有望助力我国突破该领域前沿关键技术。

“通过规模经济、产业体系的健全，加上国际合作，就
能在全产业链实现规模化生产，使成本显著下降。”国家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勇强说，新能源汽车未来
5 年至 10 年经济性大幅提升的关键，在于形成完整产业
链，提升产品的成本优势。

培育千亿新能源产业集群——

福建宁德认准了这个“锂”
本报记者 石 伟

本版编辑 李 景

制造业

﹃
掘金

﹄
大数据

二
〇
二
〇
年我智能制造产值有望超三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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