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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滕放

10日，5G与工业振兴论坛在哈
尔滨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机械
工程领域专家、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
略咨询委员会主任周济在论坛上做
了《5G+工业互联网赋能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主旨演讲。

周济表示，加快发展 5G+工业
互联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战略意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决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建设制造
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
国。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两
化”融合是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
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核心技术
和关键支撑，是建设制造强国、质量
强国的主线。

5G+工业互联网是建设制造强
国的关键支撑。智能制造是加快建
设制造强国的主攻方向，是推进制

造强国战略的主要技术路线。他表
示，应用 5G+工业互联网可以在产
品、生产、产业模式方面都发生根本
性的变化，最终是智能集成制造系
统的创新关键支撑。

他认为，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
合方面，中国和发达国家在掌握新
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的机会是
均等的。为我国发挥后发优势，实
现跨越发展提供了可能。“变就是机
遇，我们可以抓住这样一个历史性
机遇，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追赶发达
国家的先进水平，大大加快工业现
代化的进程。”他说，今后十五年正
是5G+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新一
轮工业革命核心技术发展的关键时
期，中国制造完全可以抓住这一千
载难逢历史机遇，集中优势力量打
一场战略决战，实现战略性的重点
突破和跨越，实现中国制造业的跨
越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
咨询委员会主任周济

5G+工业互联网是
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支撑

□本报记者 孙铭阳
见习记者 杜清玉

10日，5G与工业振兴论坛在哈尔滨
召开。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明忠在论坛上做了《5G赋能转型
升级，智造助力制造强国》的主旨演讲。

刘明忠说，近年来，中国一重将“5G+
工业互联网”作为打造“中国制造业第一
重地”，加速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培育

壮大新动能，加快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
端延伸，抢占未来制造业竞争制高点的重
要路径。推动了业务系统平台化整合，推
进完成了敏捷化辅助决策、精益化运营管
控、数字化产品开发、智能化制造执行、集
成化基础应用“五大平台”建设。通过以
生产运营智能化提升生产效率，以经营管
理数字化提高运营效率，以服务敏捷化更
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切实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助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智能制造是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关
键技术路径，推动新一代信息通信等共性
赋能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加速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是工业互联网的价值所
在、使命所系，更是加快中国特色新型工
业化历史进程和装备制造业智能化的战
略选择。

刘明忠表示，中国一重将积极持续优
化运营决策、仿真设计、智能生产、延伸服
务、产业业态五类应用，打造集团智能决

策能力、精益管理能力、全生命周期服务
能力、融合创新能力、产业生态协同能力、
国际化运营能力、虚拟设计仿真能力、可
重构智能制造能力等八大新型能力，推动
更多应用于生产核心环节的典型场景，努
力实现制造到智造、精细到精益，信息孤
岛到贯通共享的跨越，加速与各领域融合
渗透，积极推动“数字一重”“智造一重”建
设，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一重
力量。

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明忠

积极推动“数字一重”“智造一重”建设

□本报见习记者 滕放

10日，5G与工业振兴论坛在
哈尔滨召开。浪潮集团副总裁、
浪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林巍
在论坛上做了《聚焦数字化转型
最后一公里，B5G 赋能智能制造
发展》的演讲。

他表示，作为像黑龙江这样
的省份，如何通过数字化技术更
好地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
为工业振兴的巨大动力，这是一

个非常大的课题。
他认为，工业数字化
转型，进入到全面纵深

发展阶段，就意味
着要有一个更

强大的信息
技 术 支

撑 ，
为

此需要把最后一公里的基础
设施进行重构。新型的最后
一公里的基础设施，应该是以
5G为基础，是“连接+计算”深
度融合的最后一公里信息技
术基础设施，才能够更好地承
载整个产业数字化，尤其是工
业整个升级改造的数字化需
求，才能更好支撑产品智能
化、管理智能化。

浪潮一直在产业数字化
一线，跟很多行业同仁共同打
造了创新产品技术突破，在工
业智能网关上面，通过深度融
合，打造了比较适合工业多场
景的工业智能网关的平台，把
底层的“连接+计算+感知”的
能力融合以后，下沉到工业网
关设备上。通过开放的平台，
更好地解决规模化设备的连
接问题，支撑个性化碎片化需
求。“浪潮在整个产业数字化
一直在推进B5G，我们一直希
望能够把 IT、CT，把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新一
代通信技术更好地融合在一
块，形成一个新一代云网融
合的通信产品，能够更好地
服务于行业客户，把不同的
网络技术融合，从客户需求
出发，满足接入、计算一体
化、数字化能力需要。”林巍
说。

他表示，浪潮不断推进
5G 的深度融合，当前在制造
领域、工业领域，包括地冷制
造、装备制造、矿山采掘等 10
多个行业提供了非常好的案
例，希望在龙江工业数字化
转型过程中提供更好的产品
和服务，携手合作共同推动智
能制造。

浪潮集团副总裁、浪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林巍

B5G赋能智能制造发展

□本报见习记者 滕放

10日，5G与工业振兴论坛在
哈尔滨召开。高通公司技术标准
副总裁李俨在论坛上做了《合力
打造智慧工厂推动 5G应用向纵
深迈进》的演讲。

“我是东北人，非常了解黑龙
江具有深厚的工业底蕴，很高兴
能跟大家一起交流如何利用 5G
技术与传统制造业深入融合，实
现工业振兴。今年是 5G在中国
落地的第三年。有机构预测，5G
每年能够给全球带来十几万亿美
元的产出，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
于制造业。”李俨说，企业需要5G
提供区域性业务服务，即企业需
要专网为其生产环节里的各种要
素提供服务。

他表示，5G 和工业的融合
是一个跨行业的融合，并不意

味着通信行业的人能够带着
5G 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真正
能够让 5G 在行业里发挥重大
作用的，一定要来自于传统制
造业的专家，他们在掌握通信
技术以及传统计算机技术和人
工智能技术之后，由他们来对
整个生产的全生命周期进行优
化，这才能使 5G 发挥真正的价
值。因为，对于传统的通信行
业来讲，现在要做的就是两件
事：第一件是把网络设备做到
尽可能的简化，使得企业能够
像用计算机一样去使用 5G；另
一件是要努力走进垂直行业，
把知识和经验分享给垂直行业
的专家，使他们能够更加了解
5G 技术，了解 5G 技术能够带
来的便利，在这基础之上自发
优化整个制造业环节，以带来更
多的效益。

高通公司技术标准副总裁李俨

智慧工厂需要联合打造

本报 10日讯（记者孙铭阳 见习
记者杜清玉）10 日，2022 世界 5G 大会
的重要分论坛之一——5G 与工业振
兴论坛召开。论坛由省政府、国家发改
委、科技部、工信部共同主办，浪潮集团
有限公司承办，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
协办。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以
《5G+工业互联网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智能化升级》为主题进行了演讲，中
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一重
集团、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华
为、浪潮集团、高通公司、中兴通讯、中
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三研究所、
奇安信等企业代表纷纷进行了主题演
讲，分享了 5G+工业互联网的战略布
局，探讨数智化转型路径，对于如何通
过 5G+工业互联网加速制造业转型升
级进行了深入讨论，为 5G深入赋能工
业提供了企业实践应用与发展方向。

据悉，2021年底，工信部等八部门
联合发布了《“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

划》，提出“十四五”及未来相当长一段
时期，立足制造本质，紧扣智能特征，以
工艺、装备为核心，以数据为基础，依托
制造单元、车间、工厂、供应链等载体，
构建虚实融合、知识驱动、动态优化、安
全高效、绿色低碳的智能制造系统，推
动制造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
同、智能化变革。

日益成熟的5G技术，在智能制造发
展浪潮中，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
航空制造业、智慧工厂、矿山、港口等行
业的应用初显规模化突破态势。2022世
界 5G大会在前三届成功举办 5G+工业
互联论坛的基础上，设立“5G与工业振
兴论坛”，为 5G等信息技术赋能智能制
造，助力传统产业升级搭建高规格、高水
平的交流平台，大会设立智能制造特色
展区，为 ICT产业链与工业制造实现产
业对接创造更多机会。

省政协副主席聂云凌出席论坛并
致辞。

论坛现场。

工业振兴，以5G为“智造”升级

刘明忠

林巍

周济

薛吉平
李俨

□本报见习记者 滕放

10日，5G与工业振兴论坛在哈
尔滨召开。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
限公司总经理薛吉平在论坛上做了
《新领航奋楫扬帆 5G+工业互联网
助力工业振兴》的演讲。

“十四五”期间工业互联网呈
现着快速发展态势，他表示，在这
期间有四个特点值得关注。首先，
国家层面上对工业互联网给予了
高度重视。第二，地方政府在 5G+
工业互联网方面给予了积极响
应。第三，企业的踊跃参与。第
四，工业互联网的市场规模相当巨
大。

如何才能够让工业互联网更深
入人心、更得到企业的青睐？他认
为，最根本的就是要创造价值。创
造价值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一个
是企业，另一个是政府。企业的核
心诉求主要是集中在怎么提升产品

质量，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
率，同时确保运营安全，符合国家关
于环保方面的要求，同时提升客户
体验。而政府更多关注的是如何掌
握企业的动态，为企业提供公共服
务平台，帮助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制
定相关的政策，引导产业集群以及
产业生态参与到工业互联网领域。

他表示，中国联通对 5G+工业
互联网给予高度重视，去年中国联
通调整了公司发展战略，是强基固
本，守正创新，融合开放。“在这个战
略引领下，我们聚焦五大业务，包括
大连接、大计算、大数据、大应用和
大安全。通过主责主业基础能力的
打造，最终实现社会治理、企业转型
升级的数字化需求。”

“希望我们能成为国家队、主力
军和排头兵，为5G应用从‘样板间’
到‘商品房’的规模化推广作出贡
献。在工业互联网领域成为铺路
人、赋能人和护航员。”薛吉平说。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总经理薛吉平

做工业互联网领域
铺路人赋能人护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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