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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9 月 16 日至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时强调，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
势的重要支撑。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把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搞上去，推动我国经济由量大
转向质强，扎扎实实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近年来，以制造业立省的河南，积极把握智能制造发展趋势，依靠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向智能制造
方向转型，以智能制造赋能河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为多维呈现河南智造全貌，助推河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由河南省工信厅特别支持，大河报·大河财立方推出“河南智造硬核升级”特别报
道，关注河南智能制造的最新成就和变化。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河南智造硬核升级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王磊彬 文图

卫华集团的智能车间

发力智能制造
郑煤机创造多项第一
9 月 17 日下午，正在河南
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这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经过 60 多年发展，已经
成为全球重要的煤矿综采技术
和装备供应商、国际领先的汽
车零部件制造企业。在企业展
厅，习近平听取了企业开展科
技创新、进行海外并购、推动产
品转型升级情况介绍。总装车
间内，煤矿液压支架产品整齐
排列，习近平仔细观看了液压
支架操作演示。他强调，制造
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实体经
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是构筑
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
撑。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
加强自主创新，
发展高端制
造、智能制造，
把我国制造业和
实体经济搞上去，推动我国经
济由量大转向质强，扎扎实实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采访获悉，
近日，
由清洛基地自
主研发的机器人视觉系统进入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上线测试。
“这次智
能化改造测试，使我感觉到了
强烈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
项目
负责人、清洛基地平台公司副
总经理吴哲明表示。
在郑煤机，智能制造触手
可及，也正是对智能制造的重
视，使得这家企业在多个方面
处于引领地位。
目前世界上支护高度最高
的液压支架，是由郑煤机集团
自主研发的并拥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它的支护高度达到了
8.8 米。这也是当前世界上工
作阻力最大、支护高度最高、配
套生产能力最大、智能化技术
最先进的支架，多项关键技术

3D 精确定位、刮板机的自动调
节、采煤机工作面自动切割四
个方面。
事实上，也正是自身的智
能改造，以及对智能制造产品
的 重 视 ，郑 煤 机 业 绩 持 续 向
好。2019 年上半年，随着煤炭
行业先进产能置换工作不断推
进，煤炭开采机械化程度以及
煤炭行业整体科技水平不断提
高，
煤机设备供需总体偏紧，
自
动化、智能化装备迎来集中爆
发增长，煤机企业数量、收入、
利润快速增加。2019 年上半
年 ，郑 煤 机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27.24 亿元，
同比增长 0.03%；
净 利 润 7.3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0.27%。
均为世界首创。
河南 3000 万元以上智能
郑煤机拥有煤机行业内自 制造项目 1056 个
动化程度领先的数控加工中
郑煤机集团只是河南智能
心、智能化钢板切割生产线、智
制造的一个缩影。
能化焊接机器人、自动化涂装
中信重工的矿山机械、森
线以及行业领先的液压支架整
源集团的智能车间、一拖智能
架检测装备，并在全面推进智
农机等都借助智能制造，不仅
能工厂建设。据了解，目前郑
实现了自身产品升级，而且带
煤机的机器人生产线主要在产
动上下游企业的发展，形成了
品的切割、焊接、抓取线等方
智能制造生态圈。
面，每万名工人中拥有机器人
比如，中信重工通过实施
的数量为 495 台。
智能化改造，其核心业务指标
近年来，郑煤机围绕智能
大 幅 提 升 ：设 计 、工 艺 节 省
制造，
频频布局。比如，
推动国
40%以上的生产服务时间，产
有资本布局高端智能制造产
品研制周期缩短 50%，实现图
业。2016年至2017年，
先后并
纸、工艺无纸化，每年节约 200
购亚新科汽车零部件集团、
索恩
格公司，
进入了市场容量更大、 万元。生产效率提高 30%，管
理成本降低 30%以上，能源利
发展前景广阔的汽车零部件行
用率提高 20%以上。
业，拥有了全球汽车零部件研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发、
生产、
销售及服务网络。
的两化融合数据地图，2018 年
2018 年 7 月，郑煤机又一
河南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指数
次从资本市场募资投入智能制
51.2，居全国第 11 位,较上年
造。该企业公告称，
拟非公开发
前移两位；
基础设施方面，
全省
行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生产设备
亿元，
拟用于煤炭综采装备智能
数字化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工厂建设项目、
智能化工作面研
数字化生产设备联网率分别达
发中心建设项目、
亚新科工业园
到 44.7%、
45.6%、
35.7%。
二期项目、
发动机零部件智能化
近几年来，河南省加快研
加工项目和新能源汽车驱动电
发高端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等智
机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能制造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
目前，郑煤机的产品已经
打进了俄罗斯、土耳其、印度、 件，提升高精度复合型数控机
床、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与控
越南、澳大利亚、美国等国际市
制装备、智能检测与装配装备、
场，与国外煤机巨头在国际同
物流成套设备、增材制造装备
台竞技。2018 年郑煤机成立
等高端智能装备自主研制水
采煤机公司，拥有建设成套化
平。
智能工作面的能力，持续引领
截至 2019 年 8 月，全省投
煤矿综采技术和设备的发展方
资 3000 万元以上的智能制造
向。
项 目 1056 个 ，计 划 总 投 资
据悉，郑煤机智能化建设
2504.6 亿 元 ，已 完 成 投 资
已经完成了 1.0、2.0 时代，正在
929.2 亿元，为稳定工业增长、
经历 3.0 时代，
并且已经取得了
深化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
一定的进展，
预计 2~3 年内，
将
用。
全面实现 3.0 的建设。郑煤机
在这些项目背后，是企业
智能化装备 3.0 时代，
主要包括
用智能化改造来推动制造业的
精准 3D 地质模型、采煤机的

高质量发展。根据河南省工信
厅统计的数据，从我省企业智
能化改造需求看，选择关键岗
位“ 机 器 换 人 ”的 企 业 占
58.5%，选择新增或改造自动
化产线的企业占 71.5%，选择
现有设备或产线数采、联网和
集成的企业占 55.5%，选择新
增或升级信息系统的企业占
47%，主要原因是为应对近些
年企业用工成本不断攀升、高
水平熟练技术工人招聘困难。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产
业融合处处长李翔介绍，智能
制造作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新
型生产方式，是未来制造业发
展的重大趋势和核心内容，决
定了未来制造业的竞争格局。
目前，河南省智能制造主要在
关键岗位、生产线、车间、工厂、
园区 5 个层面进行智能化改
造，同时，围绕装备、平台、应
用、服务、标准 5 个领域构建产
业生态。

构建顶层设计
智能制造全面激活
在企业愈发智能背后，是
河南省对智能制造的高度重视
和推进。
近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
贯彻落实制造强国战略部署，
发挥智能制造在智能化改造、
绿色化改造、技术改造中的引
领作用，智能制造发展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已成为制造业转
型升级的突出亮点。
去年，
河南省政府出台《河
南省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提出力争到 2020 年两化融合
发展水平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智能转型走在全国前列，制造
业重点领域基本实现数字化，
实现智能制造由点状突破向整
体提升转变。
这份文件，描绘了河南智
造的整体路线图。比如 2020
年，河南省研发和突破一批智
能制造关键装备、技术，
形成一
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志性
工业软件，
以高档数控机床、工
业机器人、智能传感器、智能物
流与仓储装备等为代表的智能
装备产业规模突破 3000 亿元，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突破
1500 亿元。
在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建
设方面，到 2020 年，河南省将
建设 1000 条智能化生产线、
300 个智能车间、
150 个智能工
厂、20 个智能化示范园区；通
过试点示范，打造 100 个智能

制造标杆项目；制造业重点领
域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超过 70%，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超过 50%。
在推进企业上云方面，河
南省分两批认定云平台服务
商、云应用服务商，构建“企业
上云”
服务资源池，
推动成立河
南省“企业上云”推进联盟，强
化
“企业上云”
服务支撑。截至
2019 年 8 月，全省累计新增上
云企业 2.35 万家。
在《河南省支持智能制造
和工业互联网发展若干政策》
里，
对获得国家智能制造、制造
业与互联网融合、工业互联网、
制造业
“双创”
平台等试点示范
的企业，
给予 100 万元奖励；
对
省级智能化改造项目，按照软
硬件投资的 30%给予补助，最
高可补助 1000 万元；
对省级认
定的智能工厂、智能车间，
分别
给予 100 万元、50 万元奖励；
对纳入省级培育名单的综合性
工业互联网平台给予 2000 万
元奖补，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
给予 1000 万元奖补。
近两年，河南省累计发放
智能制造奖补资金 11.1 亿元，
有效激发了企业转型动力和创
新活力。
除了省级层面，河南省各
省辖市也因地制宜，出台了支
持当地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
发展的若干政策。
郑州市通过重大项目招
商、新建项目奖励、重大项目贴
息、企业技术改造、融资资金支
持等支持智能制造发展。围绕
全市重点行业，加快实施设备
换芯、生产换线、产品换代、机
器换人等为主要内容的智能化
改造，
大力培育新型制造模式，
提升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
务的智能化水平。
此外，洛阳市积极搭建政
府投资机构与重点企业融资对
接平台。夏邑县专门拿出
3000 万元设立了智能化改造
搭桥资金并通过农信社解决企
业融资 1.5 亿元。河南省教育
厅积极争取教育部支持，今年
新增 32 个智能制造相关本科
专业。河南省科技厅实施重大
科技专项，建设智能制造国家
专业化众创空间。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
组书记、厅长李涛表示，目前，
河南省正在通过点上突破、线
上链接、块上融合、面上协同
等，
推动河南智能制造的发展。
从顶层设计，
到政策支持，
再到企业的自主行动，关乎河
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智能制
造，
正在全面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