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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照母山
发现新领域新赛道

大型调研报道⑤

中冶赛迪信息技术
（重庆）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重庆市龙
头型重点软件企业，主营业务
包括智能制造、智慧政企、智慧
城市相关产品、技术及行业解
决方案，2020年获中国工业互
联网大赛全国总决赛冠军。其
在 2022 年智博会上发布的水
土云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全球
钢铁行业首个实现全流程实战
应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名片

□本报调研组

山东临沂，山钢永锋临港智能工
厂，2000多个工业模型及功能模块为
每个生产环节提供数字化支撑，年人均
钢产量高出行业平均水平六成以上，是
全球首个基于统一工业互联网平台的
全流程数字化钢厂。

广东湛江，宝钢湛江钢铁基地，全
球首个钢铁智慧水务中心，200平方米
的水集控中心可以完成全厂给排水系
统的控制与监督，每吨钢耗水量降低
15%，为耗水量占全工业领域10%的钢
铁行业实现绿色发展带来了机遇。

这些新型工业化项目背后的关键
技术，都来自重庆上空的一朵“云”——中
冶赛迪信息技术（重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冶赛迪信息）打造的水土云工业
互联网平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开辟发展
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
优势。在新型工业化这条新赛道上，这
朵来自重庆的“云”已在竞争中占据优
势——它是全球钢铁行业中首个实现
全流程实战应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为什么是重庆
工业重镇大举进军智能化

站在照母山向东看去，繁忙的金渝
大道自南向北穿过两江新区，这朵“云”
的大本营——中冶赛迪大厦就坐落在
这条城市主干道的东侧。

瞄准传统工业转型升级的“大蛋
糕”，世界各地做“云”的企业不计其
数。这朵行业领先的“云”为啥会诞生

在重庆？
故事要从头讲起。
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式提

出。当时，包括钢铁行业在内的许多传
统工业普遍充斥着过剩的落后产能。扎
根传统工业数十年的中冶赛迪更早地意
识到了这一点，2011年成立的子公司中
冶赛迪信息，就将目光投向智能制造。

彼时，重庆作为全国工业重镇，也
踏上转型升级的道路。尤其是 2018
年，重庆出台《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
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同年，
重庆举办首届智博会，提出打造“智造
重镇”“智慧名城”，吹响了大举进军智
能化的号角。

之后，重庆不断加大对智能化改造
的支持力度，推动传统工业企业“上云
上平台”，对平台开发者给予大力支
持。其间，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
级节点（重庆）也落地两江新区，成为吹
来“水土云”的“东风”。

“可以说，重庆具备了‘水土云’诞生
的一切外部条件。”中冶赛迪信息产品部
总经理张晓辉说，重庆为“水土云”提供
了适宜的阳光和土壤，“水土云”本身也
烙下了重庆的印记——它不仅在钢铁行
业大放异彩，也在化工、有色金属等领域
加速落地，这与重庆的汽摩、装备制造、
医药、材料等支柱产业高度契合。

为什么是工业互联网
“神经网络”打破数据壁垒

其实，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并非只有
工业互联网一个路径。

在钢铁行业，传统的ISA-95信息

系统架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自动
化生产的需要，中冶赛迪为什么要入局
工业互联网这条赛道呢？

“智能制造的水平高低，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工业信息系统的架构。”张晓辉介
绍，传统的ISA-95是一种“烟囱”式的
架构，存在横向的数据孤岛和纵向的数
据衰减问题，导致工厂优化一个生产环
节的成本，有时远远高于其带来的效益。

而工业互联网的架构，更像是一个
“神经网络”。所有设备都集成在统一
的数字底座上，产生的每一个数据都可
以通过四通八达的“神经网络”被采集、
利用，支撑工厂实现对全流程的综合化
精益管理。

综合化精益管理有何优势？
以钢铁生产的投料和冶炼环节为

例，废钢、铁水是炼钢的主要原料，但不
同种类的废钢中，硅、碳等元素的含量
不一样。钢厂需要精确测定废钢的成
分，计算废钢、铁水的投入比例，以及焦
炭、石灰等辅料的投入量，调整炉内温
度、压力、冶炼时间等，以达到产品质量
稳定和成本最优。

传统钢厂，这一过程受限于人的计
算和经验；有的钢厂虽然在投料、冶炼
等环节实现了智能化，但每个环节“各
顾各的”，同样难以实现整体的质量与
成本最优；只有实现了全流程综合化精
益管理的钢厂，才能利用数字化手段综
合考虑所有变量求得最优解。

如利用水土云工业互联网平台打
造的山钢永锋临港智能工厂，它是全球
首个基于统一平台的全流程数字化钢
厂，也是该平台的第一次全流程实战应
用。自2021年6月试生产至今，年人均

钢产量超过1500吨，远高于900吨左
右的行业平均水平；吨钢成本相比永锋
钢厂本部下降超过100元，比行业平均
水平低约300元。

为什么是中冶赛迪
复合知识团队“五位一体”

共同推动

其实，“神经网络”式的信息架构，
并不是水土云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独
创。在众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中，为什
么只有它实现了在钢铁行业的全流程
实战应用呢？

“制胜的关键，在于人。”张晓辉介
绍，工业互联网的开发和应用，需要工
艺、自动化、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

“五位一体”共同推动。一般的工业企
业，只掌握工艺和自动化；专门做工业
互联网的企业擅长计算机、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领域，却对工业知之甚少，这导
致需求与供给不匹配，也是许多工业互
联网平台难以落地应用的主要原因。

中冶赛迪信息，从成立之时起就深
耕钢铁行业，研发团队共同实施了多个
钢铁智能制造项目。参与永锋临港智
能工厂项目的许多研发人员既懂工艺、
自动化，又懂工业互联网。

比如公司工业互联网平台副部长
那蓉萃。在江苏镔鑫钢铁智能制造等
多个项目中，那蓉萃不断与工艺、自动
化的专业人员交流学习，还利用研讨
会、论坛、讲座、培训等机会，完成了复
合型知识储备。

又如主任设计师邓涛。在精通钢
铁冶金工艺的基础上，他又在韶钢铁前
一体化智慧管控中心、南钢铁区一体化
智慧中心等项目的实践中学习了工业
互联网相关知识。

在永锋临港智能工厂项目中，这些
拥有跨专业知识储备的研发人员进入
工厂，一边开展试生产，一边根据生产
数据，从全流程出发思考如何优化自己
负责的那部分平台功能，历经约半年的
不断改进，终于实现工业互联网在钢铁
生产全流程的实战应用。这个过程，后
来被形象地称为“开着飞机换引擎”。

目前，中冶赛迪信息已累计为20
多家大型钢铁企业提供智能制造解决
方案，打造了10多个行业首创的智能
化标杆项目，并快速拓展至更多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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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水土云”专下“智慧雨”
作为全球钢铁行业中首个实现全流程实战应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已累计为20多家

大型钢铁企业提供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打造10多个行业首创的智能化标杆项目 □本报记者 杨永芹

一个港口，尚在建设，为何能
吸引川渝鄂皖苏等地30多家企
业齐聚？

11月8日，在新田港签约仪
式上，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一语
道破：将万州新田港打造成多式
联运枢纽港，对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发展，服务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加快长江
经济带、交通强国建设等国家战
略具有重要意义。此前，新田港
就已列入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和共
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
目。

新田港地处三峡库区腹地，
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的东
向开放门户。根据规划，新田港
规划建设 5000 吨级的泊位 19
个，一期已建成投运，在建的二期
已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我们非常看好新田港的战
略区位优势，也非常愿意见证新
田港的成长。”签约企业太仓国际
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
祖翔表示，此次30多家企业联手
合作，将加快推动长江黄金水道
物流产业链建设不断提质深化，
加快推进畅通“一带一路”物流大
通道。

为何要打造多式联运港

公路“转得出”，水铁“接得
住”。

多式联运是两种及以上运输
方式有效衔接，提供全程一体化
组织的货物运输服务。它是衡量
一个地区交通运输现代化的重要
指标。

在国家《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体系“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明确
万州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
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
划纲要》明确指出，支持万州打造
区域性物流中心。

“万州无论是建设全国性综
合交通枢纽城市，还是打造区域
性物流中心，离不开多式联运枢
纽港的支撑作用，而新田港则具
备打造枢纽港的战略优势。”业内
专家表示。

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运
输结构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明显
促进作用，不仅能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
也能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中起到较
强的推动作用。在水铁公空多式
联运中，地处黄金水道的新田港，
采用公铁或公水联运方式，运输
成本更低。

从万州新田港本身来看，也
具有打造多式联运枢纽港的优
势。它自然岸线超过5公里，是
长江上游最大的深水良港，港区
后方直接连接万州绕城、万忠、万
利、沪蓉、万开5条高速公路，进
港铁路专用线连接了达万铁路、
宜万铁路，铁公水多式联运条件
得天独厚。

推动多式联运，也可以提升
重庆支柱产业的竞争力。

之前，由于各种运输方式之
间规划协调不够，我市一些港口、

铁路与公路“连而不畅、邻而不
接”，导致货物倒装次数过多、拉
低了运输效率。推动多式联运，促
使更多大宗商品从公路运输转到
铁路或水运上来，可以更大地发挥
长江黄金水道功能，提升大宗商品
的运输效率并降低物流成本。

集聚和辐射功能已显现

当前，新田港物流集聚和辐
射功能已开始显现，港口货物年
吞吐能力达到625万吨、集装箱
装卸能力达到45万标箱。依托
万州“一环五射”高速公路网，每
天抵达港口货物运到周边接壤区
县，基本可以实现1小时抵达。

借助便利的高速公路，新田
港进出港货物实现了高效疏运和
集聚，正推动其多式联运“加速
跑”。

今年9月，万州城市环线高
速万州新田至高峰段高速公路开
通，与新田港实现了铁水公无缝
衔接，极大地提高沿线物流运输
效率，降低了物流运输成本。

重庆高速航发集团新田港负
责人吴玉林表示，以从新田港卸载
的件杂货运往梁平方向为例，万州
城市环线高速全线通车后，可以
直接走新田港互通，车程缩短近
30公里，可节约物流成本约3%。

未来与铁路线无缝连接

本身自带“光环”的新田港，
早已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

去年，新田港二期尚未开建
时，就吸引了川渝两地企业的“青
睐”：重庆高速航运建设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四川省达州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万州港
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川渝6
家公司，签署共建新田港二期项
目的协议。

目前，二期项目已进入主体
施工阶段，主要建设4个泊位，总
吞吐量 1400 多万吨/年，有望
2024年建成投运。

与此同时，多式联运关键的
一环——新田港铁路集疏运中心
工程也有望年底建成。这条长约
16公里的单线铁路，已于今年10
月成功接入宜万铁路，目前全线
步入了正线铺轨阶段。根据规
划，该工程2030年设计运量为
1094万吨，远期到2040年将达
到1436万吨。

这条铁路线投运后，将把新
田港与西北铁路大通道串起来，
实现铁水公联运。届时，新田港
辐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到陕西、
甘肃等西北地区，以及川东、鄂
西、湘西等周边区域。比如四川
省达州市等地的大宗货物，直接
走新田港，将比走泸州港、果园港
节省两到三天时间。以蓉万申铁
水联运通道为例，货物在新田港
中转，要比在泸州、宜宾等上游港
中转，节约2—5天时间。

吴玉林表示，新田港与30多
家企业强强联手，共同打造集水、
公、铁于一体的现代物流产业链，
这有利于把新田港打造成为“绿
色、智慧、低碳、高效”的现代化港
口，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建设赋
予新动能。

为何30多家企业
齐聚万州新田港

宝武马钢炼铁智控中心。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1月7日，
中新（重庆）文化和旅游产业联盟在重
庆国际文旅之窗成立。重庆、新加坡两
地150多家文旅企业及单位加入联盟，
推动两地文旅产业实现更高层次、更宽
领域开放合作和互利共赢。

中新（重庆）文化和旅游产业联
盟，由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重庆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和新加坡
旅游局支持和指导，重庆国际文旅之
窗联合渝新两地文旅企业及单位共同
发起成立，是一个集政策咨询、展示展

销、学习培训、信息交流等功能于一体
的开放式公共服务平台。该联盟旨在
促进行业内以及跨行业跨区域的资源
整合与共享，推动以重庆为聚焦地的
西部省市与新加坡乃至东盟国家文旅
产业实现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开放
合作和互利共赢。

目前，该联盟成员单位有150多

家，其中新加坡企业62家。联盟还设
立了两个特别成员单位，即重庆市文化
和旅游协会、新加坡全国旅行社协会
（NATAS）。联盟的中方秘书单位为重
庆国际文旅之窗。

重庆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局长
曾菁华表示，希望渝新两地文旅业界充
分利用好该联盟平台，加强联络，互通有

无，助力联盟不断壮大，推动渝新产业融
合发展，促进渝新两地民相亲、心相通。

新加坡旅游局大中华区首席代表
兼署长潘政志线上致辞表示，重庆是新
加坡旅游局非常看重的城市，该联盟将
为两地旅游从业者搭建起合作的桥梁，
在互学互鉴中挖掘更多机会，从而推动
双方文旅交流复苏。

中新（重庆）文化和旅游产业联盟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