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企业见到效益的技术才能

真正算得上成功。邬贺铨院士在

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大数据分

论坛上与大家分享了大数据与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一系列生动故

事：苏州协鑫公司专注光伏切片，

利用阿里开发的ET大脑分析0.2

毫米厚度硅片长期积累的数据，

从上千个生产参数中找出 60 个

关键参数，通过优化生产流程，良

品率提升1%，实现每年上亿元利

润；联想集团利用其全球数据中

心掌握的数据，与宝钢合作建立

钢铁销量预测系统，通过机器学

习和图谱分析找出关联，预测钢

铁市场需求，预测精度 92.2%，库

存周期缩短 20%，客户采购资金

节约上亿元。

众多传统制造企业利用大数

据成功实现数字转型表明，随着

“智能制造”快速普及，工业与互

联网深度融合创新，工业大数据

技术及应用将成为未来提升制造

业生产力、竞争力、创新能力的关

键要素。有专家提出，制造业的

大数据规模超过其他行业，且未

来 10 年工业大数据增速要快于

消费大数据。

大数据在工业领域的应用，

实现了工业从研发、设计、生产、运营到服务全过程智能化，

提升生产效率，降低资源消耗，提高产品质量。同时，数据

驱动制造业生态变革，汇聚协作企业、产品、用户等产业链

上的资源，通过平台开放共享，基于数据实现制造资源优化

配置；还能实现产品、生产和服务创新，产生一系列新模式

和新业态。《2017中国工业大数据产业发展概要》显示，2016

年中国工业大数据市场规模已达 150亿元，2020年预计将

达到822亿元，在行业应用中，预计到2020年工业大数据的

占比将达到6.64%。

不过，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工业企业的大数据发展应用

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为什么要用大数据、搜集哪些大数

据、如何利用大数据仍然不明晰，滞后于消费互联网。工业

场景的高度复杂使得工业大数据应用面临更多困难。诸如

由于制造业作业场景非常复杂，不同行业所使用的设备和

工艺差别很大，数据采集难度大；大规模的工业数据量对数

据存储、传输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上工业云意识薄弱造成

数据孤岛，以及数据安全存在问题等。

下一步，工业大数据的核心目标将是围绕不断优化制

造资源的配置效率，探索方法、路径与模式，实现更好的质

量、更低的成本、更快的交付、更多的满意度，提高制造业全

要素生产率。利用我国工业门类齐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

的比较优势，实现新工业革命时代的“换道超车”。

30 多年以前，当阿里巴巴集团技术
委员会主席王坚第一次看到美国老百姓
使用支票支付水电费时，他绝不会想到，
今天中国农村的移动支付覆盖率能达到
47%。“这是一个奇迹。”王坚说。

4 月 23 日，王坚在首届数字中国建
设峰会“电子政务：协同优化创新”分论
坛上表示，我国目前的电子政务已经远
远超出了应用新技术的范畴，“中国在为
世界探索，为世界创造未来”。

“最多跑一次”百姓得实惠

2017 年初，跨省异地就医“一卡通”
刚落地，就起到了让群众“少跑腿”“免垫
资”的实效。在 301 医院海南分院就医
的吉林李女士很快就感受到了这项政策
带来的实惠，她持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
卡联网实时结算，6145.09 元的住院费
用，个人只需支付235.2元。

“过去，患者垫付费用高、奔波回乡丢
发票、等待漫长票不全、能报多少手工
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主
任翟燕立说，现在患者只要持社保卡入
院，当地医保就可与医院直接结算，老百
姓跨省看病再也不用为报销来回跑了。

为了解决老百姓“办事难”，浙江推
出了“最多跑一次”改革，整合政府部门
的业务流、信息流，变“找部门”为“找政
府”；通过减材料、数据共享，变“群众跑”
为“数据跑”；全省 7.7 万个事项变“现场
办”为“网上办”，占总数的80%以上。到
2017年底，“最多跑一次”的实现率和满
意率分别达到了87.9%和94.7%。

“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
多跑一次。”浙江省数据管理中心主任陈
新忠说，目前浙江已有 1.35 万个可共享
数据项，数据共享月均近 1000 万次，数
据每调用一次，就意味着数据代替群众
交了一份材料。

作为数字中国的先行者，福建在电
子政务方面试图更进一步，从“窗口前
移、事项下沉、自助服务”向“一趟不用
跑”迈进。福建省工商局信息分局主任
科员杨杰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去年 8 月
份，福州在全国率先启用“企业营业执照
自助服务终端”，企业可通过社区 24 小
时便民服务终端自助办理，不仅不用排
长队，审批时间也从3天缩短到1天。

据介绍，福建全面建成了全省网上办
事大厅，接入省市县乡四级行政审批和公
共服务事项 127531项；其中，实现“一趟
不用跑”22972项、“最多跑一趟”104127
项。福建还开通了“闽政通 APP”，全面
接入全省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80%
的主要业务实现了信息化应用。

解“孤岛”难题 大数据发威

“当事人规避执行，既找不着人，更

找不着名下的财产，如何才能化解‘执行
难’、惩治‘老赖’？”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说，有了覆
盖全国和基本财产形式的网络查控系统
这张“天罗地网”，就能对被执行人的房
产、存款、车辆、有价证券等主要财产“一
网打尽”，让“老赖”寸步难行。

“目前，全国包括农村信用社在内的
3900多家银行，我们的系统覆盖了其中
的3700多家；我们与民政部合作获取婚
姻登记信息，工商总局、银保监会、证券
登记结算机构等合作获取保险、股票、理
财产品等信息。被执行人一旦纳入失信
名单，将限制乘飞机、乘火车，目前仅限
制购买机票一项就达到了 1014.8 万人
次。”刘贵祥说，随着政府部门之间信息
开放共享，“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
信用惩戒体系正在发挥威力。

“政务数据资源建设，关键是打破政
务信息系统之间的壁垒，连接信息孤岛，
实现数据的共享和开放。”北京理工大学
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梅宏表示，目前，我
国政务数据资源建设实践中仍面临系列
障碍和挑战：一是法规不健全，责权边界
不清晰，不愿不敢共享；二是标准滞后，
信息资源多元、分布、碎片，整合共享难
度大；三是技术局限性，打破信息孤岛时
间成本高、效率低。“需要法规、标准、技
术三管齐下，协同发力破局。”

“有数据，不等于有数据应用。”福建
省发改委党组成员、“数字福建”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陈荣辉说，
2016 年福建省启动省级政务数据整合
汇聚工程，将分散、孤立、片面的业务小
数据，变成全量、全息、全时的政务大数
据，发现了财政“吃空饷”疑似问题数据
17.5%、农民工就业培训补助疑似虚报人
员11.5%、低保救助条件不符者30%。

陕西省委网信办主任鲍永能介绍，陕

西省打造“陕数通”政务服务新模式，精准
识别贫困户42155户、123379人，发现问
题数据55577条，剔除不符合条件320人；
查处大处方套保案件275条，减少大处方
29%，减少过度医疗 21%，节约医保资金
6720万元，减少医疗费用支出1.21亿元。

掘数字“金矿”作“最强大脑”

海南，天蓝水绿，生态秀美，开发海
南正是“一张白纸好做文章”。然而，海
南省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岳建利却犯了
愁。原来，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建设规
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各类规划“政出多
门、相互打架”。

电子政务这下帮了大忙，为政府避
免“拍脑袋”盲目决策找到了有力抓手。
海南全面建成了“多规合一”信息综合管
理平台，汇集了10余个部门的49类规划
信息数据，解决了规划冲突、标准各异、

坐标系统不统一的空间规划问题，形成
了海南省总体规划“一张蓝图”。

随着电子政务建设走向深入，海量
政务大数据不断积累，变成了一座数字

“金矿”，成为帮助政府部门监测评估、预
警预报、分析决策的“最强大脑”。

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主任许建峰
介绍，司法大数据系统汇聚了全国法院
1.4亿案件数据，在此基础上开展审判态
势分析，并面向司法管理、审判执行等各
类需求，形成热点周报、态势月报和专题
研究立体化框架；累计完成《离婚纠纷案
件》等280项专题分析成果。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
行副院长尹稚说，新型城市化大数据库
利用大数据的量化、全面、精准、动态、实
时等一系列特征，可以实现“每一寸土地
的精细化管理、每一个要素的精确化运
行”，让城市更加智慧，为群众提供更便
利的服务和更美好的生活体验。

“我国制造业发展非常不均衡，制造业 1.0、2.0 和 3.0
并存，要真的完成工业革命，这件事不容易。”4月22日，在
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闽江夜话——工业之舟”论坛上，
清华大学软件学院院长王建民的开门见山，让智能制造与
工业互联网话题成为论坛的焦点。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山讲到，“智能制
造是‘中国制造 2025’提出的五大重点工程中第二个重点
工程。智能制造被确定为‘中国制造2025’的主攻方向，要
解决制造业的质量问题、创新驱动、绿色节能问题等。智能
制造过程强调‘三化’，即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智能制
造与工业互联网有什么样的关系，值得业界思考”。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小龙表示，
数字中国建设，对工业来讲就是数字工业或者数字产业的
建设。“中国制造2025”规划旨在推动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向
制造业强国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有 3个方面的内容需要
考虑。一是企业的数字化。二是互联网发展助力下的互联
网制造，通过一个平台整合所有资源，实施所有调配，有效
安排生产、销售等。三是随着数字化、网络化，工业信息安
全将变得非常重要。

在中海创集团研究院院长郑松看来，智能制造是“中国
制造2025”的主攻方向，工业互联网是必经之路，没有工业
互联网，智能制造很难发展。郑松认为，要真正实现智能制
造，必须走平台化和服务化的路径。“平台化使我们生产制
造更柔性，服务化使中小企业不会为了‘上云’，或者工业互
联网那么操心，我相信下一代工业互联网也会铸造出像今
天消费品互联网的BAT企业。”郑松说。

北汽股份副总裁黄文炳表示，对汽车行业而言，要做到
“新四化”，即电气化、智能化、网联化和共享化。他说，未来
“新四化”深度融合之后，车就不再是简单的车，而是一个互
联、移动的载体。这种变化会驱动整个汽车工业发展，触及
深层次的一些变革。“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如何把整个制造业
从研发、制造、销售、服务完整产业链数字化打通。接下来
是怎样把产品智能化和最终端客户之间数据链打通。”黄文
炳说。

在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专家为电子政务发展把脉献策——

电子政务让群众生活更便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杜 铭

专家热议智能制造——

工业互联网是必由之路
本报记者 李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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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行政服务中心的智能机器人“榕榕”为观众提供政务咨询服务。

本报记者 杜 铭摄

在首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上，“信息产业”“数字公民”等展区格外亮眼。 本报记者 李丹丹摄

智慧城市怎样突破，成为首届数字
中国建设峰会与会者们关注的问题。业
内人士认为，智慧城市正在赋予城市全
新的面孔，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以技术创
新来满足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以往城市信息化建设更像是一张
封闭的网，主要是政府在用。但现在老
百姓也能享受智慧城市服务，比如手机
查询路况、天气。”软通智慧总裁冯嵱表
示，百姓信息消费的需求与日俱增，政府
也及时提升了信息供给能力。

技术是智慧城市服务提升的关键。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认
为，新技术能够帮助人们跨越数字鸿沟，
分享数字红利。“例如，腾讯和福建省公
安厅合作利用腾讯优图人脸识别能力，

帮助 600 多个家庭找到了走失的家人，
就是行之有效的技术应用。截至 2017
年底，微信城市服务平台在全国 360 多
个城市上线，累计服务 4亿多人次，提供
了包括公共信息发布、社保医保信息查
询、企业工商注册等在内的 30 大类服
务。”马化腾说。

猎豹移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傅盛
则看好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城市中的应
用。“比如，这次峰会上使用的人脸签到、
刷脸入住和人脸安检，就是人工智能人
脸识别的具体应用场景。”傅盛表示，在
人工智能出现之前，摄像头拍出的图像
只是计算机里的点阵，但通过人工智能，
我们甚至可以对年龄、位置、行为动作作
出判断。人工智能使我们在认知层面得

到巨大升级，也会赋予智慧城市更多创
新活力。

冯嵱认为，在技术创新之路上要更
加关注如何推动产学研合作。企业更关
注市场，高校和研究机构则更关注基础
性研究，两者应该有效结合。“比如，我们
和北京大学合作大数据算法引擎的开
发，就将产学研有效地联动起来。过去
建设智慧城市信息数据交换平台，往往
需要人工整合数据，但现在通过新引擎，
过去 30 人要干半年的工作量，现在 2 个
人两周就做完了。”冯嵱说。

除技术突破之外，智慧城市建设也
需要在用户体验上不断深化。马化腾表
示，数字化创新需要“沉下来”。“目前互
联网正在与各个垂直领域深度融合，数

字化创新需要下沉，进入各行各业的五
脏六腑。腾讯希望发扬‘数字工匠精
神’，为各行各业提供最有效的‘数字接
口’和最完备的‘数字工具箱’，成为大家
最好的‘数字化助手’。”马化腾说。

浪潮集团董事长兼 CEO 孙丕恕告
诉经济日报记者，建设新型智慧城市，需
要以云中心为基础，以大数据为核心，通
过数据共享与开放建设智慧城市大脑，
实现整合、管理、调度城市各类资源。“随
着新型智慧城市的推进，计算平台和数
据平台将成为城市的基础设施，政府应
该引入智慧城市运营商，以‘资本＋技
术’方式，从‘规划、融资、建设、运营’等
全流程上，支撑智慧城市建设。”孙丕
恕说。

美团 CEO 王兴则认为，随着数字经
济进入新阶段，中国在智慧城市服务方
面积累的经验，终有一天将走出国门，走
向世界，造福更多国家的人民。“比如，共
享单车加速出海，其实就是将运营移动
物联网平台的经验移植到海外。随着技
术驱动的不断突破，用科技连接人和服
务，城市将展现出不一样的面貌，更好地
造福人民的美好生活。”王兴说。

数字前沿技术不断改善城市服务质量——

技术创新赋予城市“智慧”
本报记者 陈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