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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钢板，经过近20道工序，一个铮亮的
燃气表外壳出来，全程不需要一个工人。

在位于照母山南麓的前卫仪表厂，智能化
流水生产线不仅能自动完成剪切、冲压、焊接和
喷漆等生产工序，还能自动剔除残次品，并自动
启动叉车进行码货、装箱。换句话说，从生产物
料进入到成品批量运出，这家工厂的活，已经全
部交给了机器人。

无独有偶。在前卫仪表厂以北10余公里
的蔡家，四联集团刚刚推出了全球精度最高的
变送器，这种内置了微处理器并与大数据平台
对接的设备，安装在火电、化工等行业的生产物
料管道上，能根据压力和温度自动调节供给量。

除了机电产品，我市不少轻工产品也实现
了智能化生产。例如段记西服，凭借近30年来
采集的数亿条数据和一套独特的算法，制作了
约4000万个服装版型的模型。有了这一“大数
据”，今天段记西服的各个门店，均能通过计算
机扫描顾客人体，几秒钟就能在数据库中找到
对应模式，实现定制生产……

像前卫仪表厂、四联集团和段记西服这样，
把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贯穿于
设计、生产、管理和服务等制造活动各个环节，
具有信息深度自感知、智慧优化自决策、精准控
制自执行等功能的工程、系统和模式，叫做智能
制造。

马蹄声疾，机器人及智能
装备产业链已见雏形

“简单地说，智能制造是工业化和信息化深
度融合的一种表现。”重庆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
所所长吴安说。

智能制造到底有啥用？以前卫仪表为例，
“智能化”后，它的平均生产周期从9.98秒缩短
至3.33秒，产品合格率从95%提高到99.6%，产
量从200万套/年上升到300万套/年，每只产
品能耗降低0.7元，综合下来，生产成本降低
14.2%，单套产品的利润率提高了15.9%。

承接开埠、抗战、三线建设和直辖四次机
遇，已经成为全国重要制造业基地的重庆，工业
经济的整体提质增效，有赖于向智能制造转
换。2014年，一份名为《制造业装备智能化提
升行动通知》的文件，拉开了“重庆智造”的大
幕。该文件提出，至2018年，重庆要形成全产
业链的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

2015 年 5 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
2025》，此后“重庆智造”的政策引领和产业实
践，愈加“马蹄声疾”。当年，重庆机床齿轮智
能制造装备、长安汽车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柔
性焊接等8个项目，入选当年全国智能制造
专项目录。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启动智能制
造，有效地发挥出产业集聚的效应，目前，日
本川崎、德国库卡、瑞典ABB、日本发那科、
广州数控、华中数控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先后
落户重庆市。

2016年11月，我市出台《智能制造工程实
施方案》，全面启动智能制造工程，试图通过关
键工序实现数控化操作、攻克汽车和电子等产
业关键技术、建数字化工厂、为企业提供咨询建
议和技术服务等措施，到2020年全市智能装备
全产业集群实现产值1000亿元。

2017年5月，市经信委印发《重庆市智能制
造2017行动计划》，给出的当年目标，是实现智

能装备产业产值200亿元，同比增长33%。
目标实现得如何，目前尚无相关统计。不

过据市经信委装备处处长赵斌的判断，经过近
年来的努力，我市已初步形成了集研发、整机制
造、系统集成、零部件配套和应用服务于一体的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链雏形。

基础条件良好，但未能充
分转化为产业优势

“重庆智造”略有家底，但在产业应用领域，
目前尚未凸显出太大的比较优势。和一些发达
地区比较，还有不小的差距。

例如，2017年，工信部发布的智能制造综
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200余个项目中，重庆
只有9个新模式应用项目、1个综合标准化项目
入选。同期，北京的项目总数是20个，江苏为
17个。

以智能制造相对集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为
例，2014年，重庆战略性新兴产值约为800亿
元，约占当年工业总产值的 4%；2015 年为
1664亿元，约占7%；2016年为2700亿元，约占
10%。换句话说，有增速，但总量不大，对区域
经济提质增效的贡献有限。

“消费互联网时代，重庆的电商、门户网站、
网络游戏等业态，并未能凸显优势，但以智能制
造为核心的工业互联网时代，重庆凭借强大的
工业基础，本应该一马当先。”重庆互联网协会
副秘书长李滨虹表示。

“一马当先”的依据，首先是优良的信息化
基础设施。2010年以来，我市先后启动了“云
端计划”、“大数据行动计划”及国家物联网产业
示范基地建设，大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
网产业，目前已经成为全国互联网互联互通架
构中的重要节点。全市网间互联带宽能力已达
1030G，各项网络指标可比肩北上广。

基于良好的网络基础条件，目前我市云
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产业已初步形成规
模。中国联通西南数据中心、太平洋电信（重
庆）数据中心等一批高水平的数据中心已建
成投用，容纳服务器规模达到5万台。全市
从事物联网研发、制造、运营的单位已超过
220家。其中一些企业在车联网、智能家居和
智慧城市等物联网应用领域研发的产品已经
在全国领先。

在吴安看来，上述基础设施，从智能装备供
应、保障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互联网新兴技术
等方面，为我市制造业由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
升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是旺盛的应用需求。例如，重庆汽车
和笔电两大支柱产业的产值规模均已超过
5000亿元，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品牌+整机+
配套”产业集群的各成员，都有通过智能化提升
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动力。重庆华数机器人
有限公司销售副总韩堃在谈到企业为什么来重
庆时，表示“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客户在这
里。”

再次，是完备的产业配套。例如，智能制造
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可视化”，后者的硬件载
体，是液晶显示器。随着京东方、惠科等行业顶
尖企业的落户，重庆千亿级的液晶面板产业集
群已显现雏形。李滨虹认为，本地配套，将大幅
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智造”产品竞争力。又如，
笔电和手机，均为“智造”重要的智能终端。重

庆早在几年前就已成为全球最大笔电生产基
地，今年上半年又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生产基
地。

水平参差不齐，不少中小
企业还处在工业1.0阶段

良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硬件配套能力，
为啥未能转化为智能制造的产业优势？

渝北空港新城一摩托车生产商，2016年销
售收入为1.2亿元，但利润为90万元，利润率不
足百分之一。该行业中，即便是拥有较大知名
度的品牌企业，利润也微乎其微。此前，力帆前
董事长尹明善曾公开表示“14元一斤的摩托车
还能有多少利润？”

利润薄，源自产品质量竞争力不强，只能做
代工或贴牌，走低端市场。2016年，重庆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出具的一份报告显示，重庆有出
口业务的摩托车厂商中，超过9成做贴牌出口，
自有品牌销售占比超过50%的企业，还不到3
成，低于广东和江浙。

产品竞争力不强，源于落后的生产工艺。
上述摩托车生产商负责人透露，他们的30多道
工序，几乎全部是手工操作，产品精度不够，经
常返工。

为啥不上马智能化生产线？并不是因为缺
钱。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摩托车属于成熟行
业，有持续现金流，利润较为稳定，不管是从银
行还是小贷、担保等渠道，获得融资的难度并不
大。问题主要出在上游配件上，一是不标准，尺
寸误差大，二是集约化程度不高，配件种类繁
多，装配工序复杂。

事实上，作为现代工业高级阶段的智能制
造，前提是各个业务模块的信息化，而后者的基
础，是通过精益化管理，实现产品生产的标准
化。换句话说，上述摩托车生产企业连产品标
准化都没有做到，根本就没有条件实现信息化，
更不可能实现智能化。

“重庆大部分制造企业在精益化管理方面
还存在专业基础不扎实的问题，而在通过信息
化建设，全面加强各关键业务模块的协同作业
能力方面，欠账太多。现在要加速走向智能制

造，也就意味着要在一个薄弱的基础上构建一
栋超高的大楼。”市人大常委会一份名为《关于
如何助推重庆传统制造业加速走向智能制造的
建议》中，这样写道。

如果把中国智能制造比喻成德国工业4.0，
重庆工业经济目前还处在1.0、2.0、3.0和4.0几
个阶段并存的状态。这份报告认为，传统制造
企业在走向工业4.0的过程中，必须经历工业
2.0的专业化、规范化建设过程以及工业3.0的
企业级协同平台建设过程，不可能也不应该直
接按照工业4.0的标准来确定具体的项目投入
规划。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实施智能
制造的企业，绝大多数为外企和本地知名大企
业。采访中，不少中小企业业主在谈及智能制
造时，甚至对概念都知之甚少，更不要说上马智
能化生产线。中小企业占据我市企业数量的
80%以上，提升这个企业群体的智能制造水平，
被业界认为是提升重庆工业生产效率的关键问
题之一。

软件产业需补短板，商业
模式需要创新

水平参差不齐，不同企业处在不同发展阶
段，要整体提升智能制造水平，需要尊重产业能
级逐步提升的科学规律，分门别类予以引导。

产业经济观察员李鸣九认为，对于那些处
在2.0级以下的企业，要通过搭建公共服务平
台，引导其迈入信息化，对于那些处在从工业
2.0向3.0或4.0迈进的企业而言，当务之急是提
升各业务单元之间、供应链各企业间的信息化
协同水平。与后者相对应，需要的是一个发达
的软件产业。

据了解，无论是德国的工业4.0还是美国的
先进制造，都是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
新兴互联网技术，通过软件再造业务流程，实现
零件和机器的互相交流，构建智能化的生产模
式和产业结构。

“不少人把诸如笔电工厂等硬件类产业建
设项目看成是信息化建设的重要部分，其实这
是一种错觉。一个地区的智能化制造的技术水

平，主要体现在系统软件的开发和应用方面。”
长安铃木汽车高级运维管理师连明源说。

工信部软件和服务业司司长陈伟认为，中
国制造以往的电力驱动正在变成软件驱动，智
能制造软件是我国由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
国的核心。

但我市软件产业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数
据显示，2016年，重庆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实现营业收入约为1800亿元，仅占全国的百
分之四左右，不仅远落后于北上广，也落后于成
都、西安和贵阳。

“重庆以软件技术为核心的信息化产业，并
没有形成有市场影响力的产品品牌。”连明源认
为，考虑到软件行业本身所需要的持续迭代和
磨合，建议不要给予一次性的产业引导扶持资
金，而应该“细水长流”，即在一个设定的规划周
期内，每年都给予稳定的投入和政策支持，予以
产业培育。

吴安认为，我市应打通阻碍软件业发展的
人才、技术创新瓶颈，为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于
制造业提供支撑。

除了补足软件产业短板，重庆邮电大学教
授张毅认为，智能制造不仅仅局限于在生产环
节应用机器人等智能装备及互联网技术，而是
要以此为基础构建全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
式。

商业模式如何创新？重庆云威科技创始人
李力认为，考虑到智能化的过程中涉及到复杂
的技术创新和优化，我市可乘借“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东风，引导、激励创业者承接大企业
的创新业务众包。

“柯达胶卷最先掌握数码照相技术，但并未
能转型发展，原因在于既有的产能和大企业病
阻碍了创新，小企业的立身之本就是创新能力，
大企业和众多小企业一起成立合资公司进行产
品孵化，成功概率远大于自己单独搞研发，”李
力说，发达国家流行的这种众包方式，既为大企
业节约成本提升效率，也为小企业创造了市场，
同时也可以缓解目前创客空间普遍缺乏创业项
目的难题。

连明源则建议，通过创设政府（需求设计
方）+产业园（实施总承包方）+创客（专业分包
方）的合作开发机制，为企业的智能化改造，系
统性、低成本提供方案。

重庆南川：校园厕所换新颜

1月4日，重庆
市南川区水江镇宁
江小学学生上完厕
所后洗手。

自 2015 年 以
来，重庆市南川区
总计投入资金 400
余万元，专门用于
改造区内 80 余所
学校的厕所，实现
校园卫生厕所全覆
盖，有效改善了师
生的如厕环境。

新 华 社 记 者
王全超 摄

长安汽车渝北工厂正有序生产。 记者 罗斌 摄

重庆制造
如何迈向重庆智造如何迈向重庆智造？？

本报记者 吴刚

不久前，九龙坡区华岩镇华岩新城
金科阳光小镇冒出了一家“骑门摊”，城
管员陈翔发现后并没当场教育店主，而
是带他围着贴有经营公约的周边餐饮
店逛了一圈，启发该店主自觉地将摆放
在外的桌椅收进店中。

2017年8月至12月，华岩镇为进
一步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树立良好的城
市形象，在对华岩新城片区进行街面秩
序大整治中，联合每家餐饮商户制定并
悬挂了一张经营公约，有效治理了800
余家占道经营的“骑门摊”。

以城管员陈翔服务的金科阳光小
镇为例。金科阳光小镇是华岩新城
2012 年新建成的住宅楼盘，现已入
住1.5万余名居民，外围商业区也陆续
入驻 400 余家以餐饮为主的商户。
4年多来，每到经营高峰期，不少商户
就成了“骑门摊“，将货品、杂物、桌椅

等摆放到人行道上，导致行人过往只
能绕行机动车道。特别是餐饮店的用
餐高峰期一过，摆放了桌椅的人行道
油污满地，给行人通行造成极大的安
全隐患。

“对于这些‘骑门摊’，我们并没有
采取刚性执法的手段，而是运用人性
执法等柔性执法方式，来感化商户规
范自己的行为。”华岩镇城市管理斌鑫
中队队长杜卓义介绍，该镇组织城管
员耐心地对“骑门摊”行为进行了批评
教育，并考虑到餐饮商户经营的实际
情况，联合大家共同制定了一纸经营
公约，约定了可出门店经营的指定范
围及时间。

该经营公约明确，早上7点至8点、
中午12点至下午2点、晚上6点至12
点三个时间段，餐饮商户可将经营物品
摆放在限定范围；经营场地必须铺设隔

油垫、配备垃圾桶，及时收集废弃物，保
持摊点周围卫生干净整洁；餐饮商户每
周清洗出门经营场地两次等。

“自从执法人员向我宣传了相关市
容环境的政策后，又联合我们制定了这
张公约，我再也没有在规定时间外骑门
摆摊了！”金科阳光小镇一家餐饮店老
板指着张贴在门口的经营公约告诉重
庆日报记者，“看着干净整洁畅通的街
面，大家都舒心。”

截至目前，华岩新城片区的街面
秩序大整治行动累计整治“骑门摊”
800余家，拆除并清理乱堆放1260处，
在餐饮商户门口张贴了1080张经营
公约。下一步，华岩镇还将联合社区、
物业对华岩新城片区的各个路段，实
行分片包人责任制，建立二十四小时
巡查网格，逐渐形成市容市貌的长效管
理机制。

一纸经营公约制服“骑门摊”
本报首席记者 汤艳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