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家居行业是1.4万亿元容量的大行业，但市场上百亿
企业难以寻觅，十亿企业堪称巨型，造成了“大行业、小企业”的
尴尬局面。究其原因，根本在于传统的家居定制方式缺乏普惠
性，大工业化家居的提供方式，让纷繁复杂、多样多变的个性需
求难以满足。

工业化解放的是人的生产力，信息化解放的是人的感知、认
知和思维能力，“工业化+信息化”所带来的机遇，恰恰能让传统
家居行业既能通过定制实现最大程度的个性化满足，又能通过
大工业生产实现产品的普惠性。

“梦模块”促设计“永动”

大信从1999年成立伊始，便立足探索“大规模个性化定制
全屋家居的两化融合模式”。通过对中国厨房文化的研究、现有
橱柜样式的收集和未来的预测，大信共收集了10万套整体厨房
方案，并分析整理成情报，找到4365个整体厨房通用样式，通过
对样式进行梳理归纳、交叉对比和分项合并成为制式，生成了
380个标准化模块，成功破解了整体厨房的模块化密码。

大信人将其起名为“梦模块”，这380个“梦模块”通过大信
设计师与软件工程师结合，将其转化为软件原始代码，将智能制
造、智能分拣融合固化为原创软件，并购置了服务器，建立了独
立的云计算中心。大信的终端设计师可根据用户的要求任意自
由组合还原4365个橱柜样式，从而满足不同家庭的厨房尺寸和
功能、风格的多样需求。

大信设计师又在橱柜的设计逻辑、技术基础上进一步延伸
到全屋家居定制设计，通过17年的持续完善和提升，“梦模块”
已增加到1731个，形成了需求在顾客、设计在终端、研发制造在
总部的开放性、自成长的工业设计“永动”体系———大信大规
模个性化定制全屋家居工业设计方案。

集成创新降低成本

大信的这套方案，不同于目前行业定制产品的“碎片化、随
意性”，采用的是独创的“模块化、科学化”的设计逻辑。

方案以工业设计为驱动，创新再造了产品标准体系和生产
体系智能化流程，实现个性化定制的高品质、高效率、低成
本，色彩质感多达360多种，涵盖了多样风格，如现代简约、古
典、中式、简欧、田园等任意风格，实现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有效
结合。

该系统日产1000套以上产品形态互不关联，每个定制产品
都独一无二，在供货周期上，个性化定制家居业界平均水平的供
货时间是18~45天，大信将其缩短到4天；业界平均用材率为
76%，大信将其提高到 94％；在产品质量上，日韩和欧美发达
国家产品的出错率一般在6%~8％，大信控制到0.3%以内；在
材质和色彩上，业界普遍在十几种到几十种，大信目前在 300
种以上，最终使定制家居产品的生产效率提升，品质提高，竞
争力增强。

两端融合提高效率

在前端，消费者登录大信官方网站，输入小区名字，官网即
可通过大数据调出小区户型图，并可以形成立体和平面效果，顾
客可以和终端设计师一起，调用系统中的模块化产品，将自己的
家按照喜好进行设计，设计完后，云端服务器10秒渲染完毕，
VR技术1∶1虚拟现实，通过二维码扫描将设计方案连接手机移
动端，一键生成安装图和生产数据。

在生产端，生产数据直接到达工厂云计算中心，云计算中心
对生产数据进行自动整理分析形成生产指令，生产指令到达车
间随即进行生产，四天内工厂出货。通过安装服务，顾客得到属
于自己的个性化定制家居产品，工厂实现精准制造，零库存。

大信通过大数据运用，实现定制家居产品的大规模个性化
模块化生产，使得生产效率和成本得到了平衡；依托自主开发软
件系统，实现跨界整合，做到轻资产、零库存、全定制、对消费者
一站式服务。这项大信以工业设计为驱动的独创可以改变中国
家具行业“大行业、小企业”的尴尬局面，有望培育出百亿级乃至
更大体量企业，引发行业产业革命，引领行业走向更高效、更绿
色、更普惠的新未来。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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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前沿

新新经济百人谈NEW

庞学元
河南大信整体厨房科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行业速递

□本报记者 陈辉

未来三年累计投入超过1000亿元，郑
州米字形通信枢纽和国家级数据中心地位
确立，宽带建设发展各项指标进入全国先进
行列，现代互联网产业体系初步形成……

3月22日，全省信息通信业服务网络经
济强省建设电视电话会上提出，全行业将实
施13项重点工作、38项“互联网+”示范项
目，全面推进互联网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

三年建成新一代信息通信
基础设施

网络经济大发展离不开信息基础设
施支撑。未来三年，我省将基本建成高
速、移动、安全、泛在的下一代信息通信基
础设施；发挥郑州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
点综合带动作用，新扩建郑州至全国的互
联网省际出口方向和出省带宽，加快建成
米字形信息通信网络；陆续开通洛阳、开
封互联网国际通信专用通道，更好服务河
南自贸区建设。

我省去年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 50M
以上光纤全接入，将继续推动光纤宽带优
化升级，提升用户高速上网体验，家庭用
户带宽实现 100M 以上灵活选择；在郑
州、洛阳等城市开展宽带千兆接入示范区
建设，推进各省辖市宽带接入能力提升至
千兆以上。无线宽带网络深度、广度更广
覆盖，推进 4G网络升级、5G网络建设试
点和商用部署。在县以上城镇热点公共

区域推广WLAN接入，提升WLAN与移
动通信网络的协同融合能力。

三网融合将全面普及，创新广电、电
信业务合作推广模式和产业发展形态，到
2019年，新增 IPTV用户1000万户，逐步
建成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的 CDN 网络。
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积极引入 SDN/
NFV等技术应用，推进以 IPv6为核心的
下一代互联网规模商用。

通过持续的基础设施投入，电信业务
总量年均增长达到60%以上，实现三年翻
两番的目标。到 2019年，电信业务总量
达到 7500亿元，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达
到82%，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到72%。

培育发展38个“互联网+”
应用示范

数字城管、豫税通、工业天翼、教育云、
掌上医院……三大电信运营商目前在我省
推出了多种“互联网+”产品，成为推动河南
网络经济大发展的中坚力量。《意见》提出，
全省信息通信业要瞄准产业转型升级、新
业态新模式培育、公共服务模式创新3个
主攻方向，拓展网络经济新空间。

推进以中国移动河南数据中心、中国
联通中原数据基地、中国电信天翼云 3.0
资源池河南节点工程、奇虎360云计算及
数据处理中心为代表的云计算大数据基
础设施建设，服务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发展，到 2019 年，机架总规模达到 5 万
架。吸引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大型互

联网公司加快入驻我省数据中心，继续扩
大其在豫数据基地业务规模，共同打造全
国一流的大数据产业中心。

三大运营商将依托互联网平台发展
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新业务新业态，
加快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在经济活
动中的发展应用，在“互联网+”政务服务、
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业、普惠金
融、益民服务等12个领域开展 38项应用
示范项目。到 2019年，建设各类应用平
台超过300个，为全省企事业单位和公众
提供种类齐全、功能完善、使用便捷的各
类互联网应用服务。

作为制造业大省的河南，推进制造业
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前景广阔，《意见》提

出，推进工业互联网试点，丰富企业云应
用，利用物联网、无线数据采集等手段积
极推进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为“智能
制造”提供网络保障。此外，还将创新信
息扶贫工作机制和模式，扩大农村电商覆
盖范围，提高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
化水平，助力信息扶贫、精准扶贫。

积极参与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定制化
终端产品和综合性解决方案。到 2018
年，基本建成覆盖铁塔、城市多功能信息
杆柱、工业车间生产线、培植加工设施、电
力传输线路节点等各类场景的窄带物联
网，为智慧城市等提供物联网基础设施支
撑保障。至 2019年，物联网终端连接数
超过2000万个。⑦9

互联网+橱柜，
一个行业的颠覆

看全省信息通信业如何服务网络经济强省建设

先定个三年投千亿的小目标

今年“两会”期间，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新经济业态再次被提到重要位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

数字经济加快成长，让企业广泛受益、群众普遍受惠。”

河南已响亮提出建设网络经济强省的目标。网络经济如何发力？“互联网+”何处着手？日前，省工信委编制的《河南省“十三五”信息化

发展规划》和省通信管理局出台的《全省信息通信业服务网络经济强省建设的意见》相继印发，两份方案较为详细地勾勒出我省网络经济未

来三到五年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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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辉

深化融合发展 用信息化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推动制造
业与互联网融合，有利于形成叠加效应、
聚合效应、倍增效应，加快新旧发展动能
和生产体系转换。从去年起，我省财政每
年拨付一亿元用于支持制造业与互联网融
合，截至目前全省累计52家企业被认定为
国家两化融合贯标试点，参与对标诊断企
业近1000家。未来，我省还将充分发挥信
息技术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积极发
展新业态、新模式,壮大信息经济规模,推
动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变革。为此，《规
划》将产业支撑能力放在首位，提出了“深
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推进互联网
和服务业融合创新、全面推进智慧型现代
农业、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用信
息化助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
业强省建设。

《规划》在产业发展方面明确了一系
列发展目标：建设50个制造业与互联网融
合“双创”基地，建成 100个智能工厂；实
施20个以上智慧物流应用示范项目，电子
商务交易额超过2.6万亿；建成10家左右
智慧旅游景区；智能终端产业主营业务收

入达到 5000亿元；培育 100家以上在细
分领域居于领先地位的物联网高端装备
制造商。

为确保目标实现，全省范围内将实施
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创新工程、新型制造
模式推进工程、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工程、
电子商务推广普及工程、智慧旅游工程、
现代农业推进工程、智能终端发展工程、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工程、物联网
产业培育工程等10大工程。

夯实基础设施 建设网络
经济开放新高地

工业经济时代，“铁公机”（铁路、公路和
机场）是基础设施；信息时代，“云网端”则是
支撑经济社会运行的“筋骨”。《规划》强调

“加快形成泛在先进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
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完善农村信息服务
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城乡一体化发展。”

我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发展
很快，《规划》还明确要实施投资倍增计
划：4G网络深度覆盖,无线网公共场所全
覆盖,适度超前布局5G网络，加快下一代
互联网大规模商用；全面推进“三网”融
合,实施“高清河南”发展战略,建设地面
高清数字电视网络；统筹推进全省公共数
据中心、北斗区域数据中心建设；建设通

达世界、国内一流的现代信息通信枢纽。
在智慧城市建设上，将以建设国家级

和省级新型智慧城市试点为引导,加强顶
层设计,完善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
加快智能感知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城市智
慧化服务应用,建设中原新型智慧城市
群。

我省一直缺乏“大树级”的互联网企
业，《规划》提出，优化投资环境,引导国内
外互联网企业参与我省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互联网+”、智能制造、电子商务
等领域投资,鼓励来豫参与国家级试点示
范、试验区等重大工程建设。

《规划》还放眼全球，提出建设网络经济
开放新高地。以航空港区、自贸区建设为契
机，积极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战
略，发挥“一带一路”郑州内陆开放型经济高
地的核心带动作用,打造网上“丝绸之路”文
化交流中心，推动豫剧、少林功夫、太极、杂
技等河南本地特色文化产品从网上率先“走
出去”，促进文化创意企业开放合作。

完善“互联网+政务”让信
息化红利惠及全民

信息化对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增
进民生福祉影响巨大。在社保、医疗等民
生领域信息化应用上，我省已走在全国前

列，社会保障卡、居民健康卡发卡量均位
居全国第一,在全国率先实现新农合全省
跨区即时结报。

《规划》特别强调了共享发展，“加强
信息资源共享,统筹电子政务发展,推进
民生信息普惠,充分释放信息化发展红
利,让人民群众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

在发展电子政务上，我省将建设省电子
政务云服务平台，推进已建政务系统迁移上

“云”，实现新建政务系统集约建设，今年年
底前建成一体化的河南省网上政务服务平
台，省、市、县、乡四级具备网上行政审批能
力，并在此基础上向公众提供医疗、社保、旅
游、交通、城管、社区等公共信息服务。

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上，实施
“一号、一窗、一网”政务服务示范试点，逐
步向全省推广。在信息惠民工程上，加快
智慧校园建设，推进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开
发应用和普遍共享；推进智慧医院建设，
完善居民健康和电子病历；强化人口健康
大数据分析利用；社保卡的普及率达到
93%。

信息化的普及将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规划》还提出实施网络扶贫工程，让广袤
的中原乡村铺就“信息高速路”，通过“互
联网+”，不断“加”出新农村、新农业、新农
人，让老百姓脱贫致富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支撑和“造血”能力。⑦9

本报讯（记者 陈辉）在3月21日召开的2017“豫货通天下”暨
河南省电子商务大会上，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以及网上银行的安全
成了大会关注的话题，“网上身份证”的安全保障逐步得到认可。

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从 2015 年下半年到
2016年上半年的一年间，我国网民因个人信息泄露、网络诈骗
等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915亿元；网络安全的隐患由此可见一
斑。为了保护网络信息安全，各机构相继推出了一些防火措施，
比如企业报税用的“电子钥匙”、网上银行推出的“U盾”、淘宝网
等采用的数字证书，它们其实都有一个通俗的名称——“网上身
份证”，能够证明用户网上身份的一组密码数据。目前，“网上身
份证”已广泛应用于网上交易、网上合同、网上招投标采购等电
子商务领域，以及网络报税（缴费）、工商网络年报公示等电子政
务领域。据河南省信息安全电子认证中心董事长王秀清介绍，
目前全国有效数字证书用户已达3.2亿张，河南作为互联网用
户大省，数字证书的使用也在逐步普及，仅该中心就已经签发数
字证书50余万张。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延伸，数字证书在促
进网络信任体系建设中还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⑦9

“网上身份证”成信息安全新宠

用信息化驱动“四个强省”建设
——河南省“十三五”信息化发展规划解读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

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信息化已

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政府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力支撑和提

升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手段。在

河南“四个强省”建设中，信息化将

起到驱动和引领作用。

如何发挥信息化后发优势？

制造业和互联网融合路径在哪

里？“互联网+”还能迸发出哪些新

业态？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编制的

《河南省“十三五”信息化发展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日前出台，

提出实施 18项工程，用信息化催

生新业态、新模式；到2020年,信

息化成为驱动现代化的先导力量,

全省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发展

水平进入全国中上游行列。

编者按

“互联网+智能制造+家
居”，既能通过定制实现
最大程度的个性化满
足，又能通过大工业生
产实现产品的普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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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
运营商仍
将是发展
网络经济
的主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