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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占“智”高点 实现高“智”量
——我省推动智能制造工作亮点采撷

5G、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

网……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

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智能制造在全

球范围内快速发展，对产业发展和分

工格局带来深刻影响，推动形成新的

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

作为制造业大省的河南抢抓机

遇、乘势而上，紧紧抓住智能制造这个

“牛鼻子”。2018年 4月，河南省智能

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出台，吹响了智能制

造的冲锋号。

一年多来，全省上下坚持把智能

制造作为引领推进“三大改造”实施、

推动转型发展攻坚的重大举措，省政

府先后三次召开全省现场观摩和推进

会议，各地各部门积极谋划、主动作

为、狠抓落实，智能制造已经成为我省

工业转型发展的突出亮点，有力促进

了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3%，居全国第 6位，成为全省经济

增长的主要动力；以智能制造为重点

的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73.1%，成为全

省工业投资止跌回升的主要支撑。

□本报记者 陈辉

机器换人、设备换芯、生产换线……去
年以来，全省上下全力推进智能制造，有力
促进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7月 18日—20日，省政府举行了全省
智能制造观摩点评活动，四个观摩组分组
观摩了 18个省辖市的 72个智能化改造项
目，希望通过观摩比出干劲、学到干法，努
力开创智能制造发展新局面。

河南统一企业的高速无菌灌装机生产
线上，一分钟能生产 900瓶“海之言”；手机
扫一扫二维码，中盐舞阳盐化公司生产的
食盐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询；戴上 VR头
盔，大信全屋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家居让你

身临其境……一路走来不难发现，“智能”
因子的注入，让我省传统制造业“老树发新
芽”，焕发出勃勃生机。

“河南省以智能制造为抓手，促进制造
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呈现出许多新亮点；
各省辖市和观摩企业对智能制造有了更深
的认识，深刻认识到智能制造是高质量发
展的真动能。”第一观摩组专家组长、机械
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
恺真一路不停“点赞”。

观摩过程中，不少企业都亮出了“两把刷
子”，让观摩团成员感受到“智能”的魔力。金
牛彩印引进全省唯一一条可编程控制的赛鲁
迪印刷生产线，生产效率提高30%以上；中南
钻石通过建设MES、智能立体仓库、智能配

料系统、合成芯柱自动化生产线，使得老军工
企业焕发了青春；中鸿煤化采取智能制造+绿
色制造的协同建设模式，既提升了经济效益
又保障了企业环保排放的达优。

全省智能制造工作推进一年多来，推
进机制不断完善，项目进展普遍加快，营造
出浓厚的发展氛围，不少企业尝到甜头后
更是干劲十足，从“要我干”，变成“我要
干”，全力冲刺“智”高点。森源电气新上的
10kV油浸式变压器智能生产线总投资2亿
元，不仅有AGV/RGV、工业机器人等智能
装 备 ，还 自 主 开 发 了 MES，并 实 现 与
WMS、ERP等系统的集成，全力打造行业
一流的智慧工厂。平煤隆基新能源正在建
设年产4GW高效单晶硅电池片项目，一期

工程自动化设备超过 100套，实现制绒、扩
散、刻蚀、退火、丝网印刷等工序的自动化
上下料，电池片转换效率达到 22.3%，达到
全球领先水平。“我们正在加快推动大数
据、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的应用，最终建
成全国首个绿色光伏智能制造工厂。”公司
负责人信心满满。

“智能制造既是技术革新，更是思想革
新。首先有变革的思想，才会有业务转型的
可能。”第三观摩组专家组长、杭州和利时自
动化有限公司智能工厂业务总监寇怀成说，

“智能制造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
业、系统集成商等共同配合、协同完成。衷心
祝愿河南在推广智能制造的道路上厚积薄
发，为国家制造强国战略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省不少企业智能制造还处于探索
阶段，亟需智能化改造路径设计，全省持
续开展企业智能化改造诊断服务。省工
信厅面向国内知名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
案供应商，征集了 100名具有丰富专业
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技术专家，为企业智
能化改造诊断提供服务，根据企业所处
阶段和行业特点，帮助制订智能化改造
方案，截至目前，累计座谈企业1440家，
为421家企业出具诊断报告。郑州市设
立专项资金 600万元，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方式，为全市 200家工业企业免费提
供诊断服务。洛阳、平顶山、焦作等地开
展诊断服务县区行活动，组织智能制造
技术专家，与企业进行集中对接和入户
诊断。

全省还大力开展“企业上云”行动，
引导企业将基础设施、业务系统、设备产
品、制造能力向云端迁移，提升企业数字
化水平。省工信厅开展“企业上云”服务
商遴选，分两批认定云平台服务商22家、
云应用服务商20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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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企业上云”深度行活动，通过专家授课、
案例分享、专题对接、现场展示等方式，促
进云服务商与企业深度合作。目前，深度
行活动已覆盖17个省辖市，参与企业累

计超过3500家，与云服务商达成合作协
议和意向300多个，加快了全省“企业上
云”步伐。截至6月底，全省累计新增上
云企业 1.87万家。郑州、开封、驻马店、
信阳等建立市、县两级协同推进机制，推
动云服务商资源向基层下沉；焦作市建设

“企业上云”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实施上
云提供一站式服务。

在观摩后的点评总结会上，省政府
部署推进智能化改造向纵深展开。要求
进一步抓好诊断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地
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
加快诊断服务应用推广，力争年内完成
1000家企业现场诊断服务。积极引进
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大力支
持本土第三方服务机构发展。加快项目
实施，集中力量抓好1037个示范项目建
设，力争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加大对
智能化示范园区试点的指导和支持力
度，加快推进“企业上云”，落实奖补政
策。分行业推进，研究制定分行业智能
化改造推进指南，扩大智能制造标杆企
业群体规模。会上还提出，各省辖市要
持续在政策支持、企业服务、环境优化等
方面加大工作力度，省直各部门要结合
自身职能，完善政策支持举措，形成工作
合力，努力构建一流产业生态，推动我省
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用“智能”点燃转型动力
——全省智能制造观摩点评活动侧记

20 家智能制造标杆
都有啥绝活

□本报记者 陈辉

记者从省工信厅获悉，为突出引领带动作用，形
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解决方案，省工信厅新近遴选
确定了郑州宇通客车、中原内配等20家企业为河南省
首批智能制造标杆企业，为全省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提
供学习样板。这20家标杆企业都有哪些亮点？

中信重工 围绕“核心制造+综合服务”新型商业
模式，打造“五平台一中心”发展战略

中原内配 基于“互联网+制造”战略，搭建 1X8N
制造运营管理平台，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和个性
化定制需求

森源电气 通过智能化改造，研制智能化产品，打
造智能化工厂，实现从“数字森源”向“智慧森源”转型

双汇发展 应用双汇“智慧云”大数据应用解决方
案支撑企业精准管理与决策优化，逐步实现从机械
化、自动化、信息化向智能化升级

思念食品 创新智能化生产模式，实现生产管控
一体化、全产业链协同一体化

格力电器郑州公司 以精益生产为核心，打造从
黑灯工厂—四化五链—天网工程—智能车间—智能
工厂—智慧园区的智能化路径

麦斯克电子材料公司 创新大规模集成电路硅基
底智能制造新模式，实现产业全生命周期管理

鹤壁天海电器 顺应多品种小批量的行业发展趋
势，以生产管理全流程数字化为重点，建设敏捷制造
工厂

许继仪表 通过精益化生产、协同化制造加速智
能转型

宇通客车 运用先进制造技术，打造高效、柔性的
客车智能制造新模式

郑州日产汽车 基于智能网联、协同制造，打造国
内第一条可实现承载和非承载混流柔性装配线

豫北转向系统公司 通过工业网络构建、生产装
备智能升级、全价值链信息系统集成打造行业领先智
能工厂

三门峡戴卡轮毂公司 应用嵌入式智能设备、网
络信息技术，推动设备智能互联，实现生产线全流程
可视化管理

银金达新材料 致力于人工智能在薄膜制造行业
的融合创新，构建研发、制造、集成应用一体化机制

多氟多新能源 应用数字孪生技术打造动力电池
行业标杆

金马能源 按照生产、管理、物流智能化思路，打
造煤化工行业智造新模式

安阳贝利泰陶瓷 以装备自动化、管理精益化和
业务数字化三化融合实践打造“小规格瓷砖领军企
业”

南阳纺织集团 以自动化、数字化设备为基础，以
信息化网络为支撑，建设全流程智能纺纱车间

河南阿尔本制衣 以系统集成、数据驱动打造服
装行业数字工厂

羚锐制药 以工业互联网、智能技术装备、集成管
控系统为手段建设百亿贴膏剂数字化工厂

营造发展环境
加快项目建设

新乡白鹭年产四万吨超细旦氨纶项目在4
月建成投产，和以前相比，落丝环节全部实现了
智能化，不仅生产效率更高，聚合反应更快，产
品品质也大幅提升。像这样的智能化改造项目
今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截至6月底，全省投资
3000万元以上的智能制造示范项目达到 1037
个，计划总投资2488亿元。

去年以来，全省上下以重点项目为抓手，
完善智能制造项目库，围绕关键岗位、生产线、
车间、工厂等不同层面，省工信厅指导各地对
在建项目进行梳理，开发建设项目库管理平
台，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推
动项目尽快投产达效。

政策支持力度明显加大。我省发挥财政
资金引导作用，通过投资后补助、定额奖励等
方式，激发调动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省级层面统筹运用 2019年省先进
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对“三大改造”等重点项
目予以支持，其中国家和省级智能制造相关试
点示范拟支持项目 251个、总金额 1.27 亿元。
各省辖市也投入资金支持企业智能化改造，郑
州市开展制造强市专项资金、促进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工作，加大对智能制造支
持力度，预计资金总额超过4亿元；开封市召开
转型攻坚暨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大会，对获得国
家、省、市智能制造相关试点示范的企业给予
表彰奖励；洛阳市对智能化改造项目和国家、
省级智能制造相关试点示范企业给予 1359万
元资金奖励；许昌市召开“四个一百”专项行动
暨工业和信息化大会，对 2018年度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突出贡献企业予以表彰，其中智能制
造领域奖励资金1100万元。

全省还大力开展项目观摩活动，省政府主
要领导带队，各省辖市市长、分管副市长、省直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组团”，进行实地观摩，
从“智造”看变化，坚定智能制造发展信心决
心。平顶山、濮阳、许昌、信阳、周口、漯河、商
丘、驻马店等省辖市先后组织“三大改造”项目
观摩活动，总结点评项目建设情况，积极做好
跟踪服务。

智能制造推进以来，我省注重打造
以平台为核心的智能制造生态体系。在
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方面，宇通客车、中
信矿山装备、卫华起重、天瑞建材、一拖
智能农机等省内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与
国内知名平台服务商开展对接合作，共
同探索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路径和落地
模式。中信重工矿山装备平台围绕“一
平台+两中心+四应用”总体框架，构建
基于海量数据的矿山装备行业生态服务
体系，已实现50多家战略合作客户、300
多家供应商、100 多家行业企业用户聚

集。卫华起重机平台面向起重机等特种
设备制造企业，提供设备远程监控、故障
诊断、预测性维护等服务，已入驻 5家起
重机制造企业，接入各类设备 680多台，
初步建成起重装备行业运行分析数字地
图。

发挥试点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由
点到面逐步向纵深推进。建立省市两级
示范体系，截至 6月底，全省累计遴选确
定市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 779 家、省级
智能车间（智能工厂）273个，形成一批具
有示范效应的解决方案，为制造企业转

型升级提供了学习样板。
省工信厅还分行业选树标杆企业，

围绕装备制造、食品、电子信息、汽车及
零部件、建材、化工、纺织服装、医药、新
材料、新能源等行业，遴选确定“中原内
配构建多品种批量化定制生产 1X8N智
能制造新模式”等 20家省级智能制造标
杆企业，总结标杆企业经验做法，加快有
效模式复制、推广。创建智能化示范园
区，遴选确定郑州航空港等 10个产业集
聚区为第一批智能化示范园区建设试
点，推动形成规模效应。

培育智能制造平台 突出试点示范引领

深化诊断服务 加快“企业上云”

□本报记者 陈辉

我省多个项目入选“国家队”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9个

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29个

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项目7个
工业互联网平台集成创新应用试点示范项

目3个

全省培育建成智能车间（智能工厂）273
个、工业互联网平台4个

智能制造成绩单

平煤隆基新能源4GW高效单晶硅电池片项目实现了高度自动化生产，达到业界领先水平。

7月18日—20日，省政府举行了全省智能制造观
摩点评活动，四个观摩组分组观摩了 18个省辖市的
72个智能化改造项目，相互学习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