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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打造青岛工业互联网文化
代表委员热议“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建设”
□文/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贝贝

图/受访者提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建设。
作为城市
转型升级的“一号工程”，工业互联网寄托着青岛这座城市向上生长的希
望。
2020 年初，青岛提出举全市之力“打造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
“一
年来，青岛在发展工业互联网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最大的感受是：
方向对、起步早、气氛热、落地实、前景好。”青岛市人大代表、青岛科技大
学党委书记马连湘表示。多位代表、委员表示，一年来，工业互联网建设塑
造出了青岛的“硬核”实力，不仅为青岛抢占未来制造业竞争的制高点创
造了有力跳板，也为青岛赢得新一轮城市竞争提供了决胜之机。

“工业互联网”成热词
“如果总结回顾 2020 年，我想青岛
最热的一个词就是‘工业互联网’，这足
以表明青岛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气氛有多
么热烈。”在马连湘看来，发展工业互联
网，
打造“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
是青岛
的重大历史性机遇，不容错过。青岛拥有
基础雄厚、门类齐全、结构完备的工业体
系，涵盖全部 41 个工业门类中的 36 个，
是国家第一批 5G试点城市、人工智能教
育试点城市，
应用场景集中丰富，能够为
推进工业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提供
广阔空间。
另外，青岛也是平台创新的理
想试验场。
借助互联网大势，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的互联网，为青岛制造业提供
了换道超车的最有力跳板。发展工业互
联网是青岛的新风口，
打造
“世界工业互
联网之都”
是青岛发展的新机遇，这个方
向是对的。
而在市人大代表、山东金东数字创
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安斌看来，过
去一年来，青岛在工业互联网建设上涌
现了很多成功案例，
像海尔卡奥斯、酷特
智能等，他们通过利用互联网与工业融
合创新，真正做到了制造业与互联网技
术的深度融合，而这种趋势也得到了越
来越多企业的重视和效仿。
“大家都把以工业互联网模式作为
探索转型发展之道的首要选择，这甚至
已经成为一种‘青岛现象’，
如金东一样，
扎根青岛发展的企业，乐见于城市迸发
出巨大的工业互联网潜能，这将助推青
岛加快步入国际大都市行列。”周安斌
说。

从半个身位领先到全面领先
以海尔卡奥斯为代表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成为青岛工业互联网建设的后盾
和先锋，造就了青岛“半个身位”的领先
优势。多位受访的代表、委员认为，经过
一年的发展，青岛已实现了在工业互联
网建设上从“半个身位”领先到全面领先
的跨越。
一年来，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上
共聚集了 400 多万家生态资源，服务了
将近 7 万家企业。在卡奥斯等企业的引
领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搭上工业互
联网的“高速列车”，走上数字化转型与
赋能之路。
“冷藏集装箱行业近期也面临着一
系列新的挑战，比如产能过剩、竞争加
剧、经济发展不确定性、汇率大幅波动
等，在此背景下，以数字化、精益化为基
础的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成为公司构建新
动能的核心战略举措之一。”青岛市政协
委员、青岛中集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总
经理樊平燕表示，公司在行业内率先开
始“数字化”+“精益化”的智能制造模式
探索。
各项数据显示，
转型后的青岛中集
运营效率和组织能力提升明显，各项业

绩实现了新的突破。
“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经济，有助于推
动传统产业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
构、实现转型升级。当前，数字经济正成
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引擎，其关键在于
以融合发展为契机，对实体经济特别是
制造业产生支撑效应和引领作用。
”
周安
斌表示，
“现阶段金东正在建设数字创意
产业集群及互联网平台，这是一种融通
线上线下平台化发展新模式。依托平台
化发展理念，
将积聚人才、
技术、
资源、信
息、
资本等产业关联要素，
产生优势资源
叠加效应，形成适合行业企业发展的生
真
态圈。
我们还将构建多个产业加速器，
正助力数字创意产业的上下游企业走向
工业互联网的发展道路。
”

找准穴位破解行业痛点

业技能大赛、成立青岛工业互联网学院
等，进一步加大对“城市合作人”的招揽
力度，
补强工业互联网领域的人才链，全
力打造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工业
互联网人才高地。
由青岛科技大学牵头成立的青岛工
业互联网学院，成为青岛打造人才高地
的关键一招。马连湘介绍，学院充分发
挥人才培养优势，已举办了两期总裁
班，培养了近 180 名工业互联网人才。
发布了青岛工业互联网学院首套自编
和翻译教材《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青
岛》和《全球背景下的工业 4 . 0》。此外，
学院还与一批工业互联网头部企业建
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项目对接、科
研合作、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达成共识
并签约落地，实现了校企合作双赢的良
好局面。

在不少代表、
委员看来，
青岛不仅打
担当更多
“引领”
角色
造“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
的路径愈发清
“十四五”时期，青岛将瞄准工业互
晰，而且通过新战术新打法，找准穴位，
联网集中发力，
进一步整合、
发挥在产业
破解行业痛点，彰显了青岛作为工业互
基础、创投风投资本、应用场景、卡奥斯
联网建设领军城市的魄力与实力。
平台等方面的优势，培育形成较为完备
青岛市政协委员、青岛德华生态啤
的工业互联网全产业生态，在参与全球
酒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家林告诉记
者，对中小企业在工业互联网大潮中如
工业互联网竞争与合作中占据主动。
青岛该如何持续保持领先优势，担
何赶上发展机遇，一直有自己的思考。
当更多
“引领”角色？
去年两会上，王家林提出了“中小
樊平燕表示，青岛工业互联网开展
企业如何在工业互联网时代抓紧发展
如火如荼，这与市政府一系列的鼓励政
机遇”的提案。一年来，我们的小企业
策发布、专项资金扶持、专项活动指导
也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但是还有很多
差距。
“ 随着工业互联网的推广普及， 等是密不可分的，有力地助推了地方企
其 实‘ 不 想 ’已 是 少 数 派 。”王 家 林 表
业工业互联网实施的落地，为青岛打造
示，
“‘不会转、不敢转，不能转’，通常 “ 工 业 互 联 网 之 都 ”积 累 了 宝 贵 的 经
验。未来希望市政府继续做好企业工业
背后的原因其实是方方面面的。例如新
互联网实施政策支持。另外，在数字化
兴的精酿啤酒行业就存在着不少的问
示范企业培育政策引导的基础上，建议
题。大多中小企业，规模不足，生产装
备投入不足，装备的生产稳定性、产品
加大对打造数字化、平台化的产业链/
标准化程度参差不齐，与连网端口很难
产业集群的策划与引导，做强地方优势
产业链；同时政府需更好地提供引进与
融入。在流程的创新和维持现有的设备
培养工业互联网专业人才的土壤，培育
稳定性方面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
一批有吸引力、成长性强的信息化企
整个城市企业拥抱工业互联网的主
业，更好地激发青岛工业互联网发展活
旋律下，青岛数量庞大的中小型制造企
业在工业互联网的大潮中如何不掉队， 力。
是青岛过去一年来着力解决的一大难
马连湘代表建议，青岛要做好四个
题。通过场景开放，精准捕捉工业企业需
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有文化的氛围。在
着力打造“四链合一”的同时，青岛也
求，打通供需两侧。通过找准企业的“穴
要着力打造工业互联网文化，以文化聚
位”、发现企业最亟待解决的“痛点”，让
人，以文化育人，以文化引人，形成独
企业主动“触网”
“ 用网”。2020 年，青岛
围绕 12 大类、63 个细分小类，分行业、
具青岛特色的工业互联网文化圈。二是
分领域发布 1300 个“工业赋能”场景，分
要有政策的支持。工业互联网的发展离
析出全市需求分布。
不仅如此，青岛还依
不开政策的支持，筑牢产业链、做实资
金链、补齐人才链、做强技术链，都需要
托工业互联网场景赋能公共服务平台，
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三是要有人才的支
对每一家企业的需求进行大数据分析，
撑。要充分发挥青岛工业互联网学院高
实现供求双方更精准对接。
人才，是青岛谋划布局工业互联网
规格、高层次、高质量、高收效工业互联
的另一篇大文章。
网专业人才培养培训功能，补齐补强人
青岛打造“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 才链，持续推动青岛工业互联网事业健
康快速发展。
四是要有开放的胸怀。新发
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人才短缺。为强化
展阶段要有新发展理念，更要有新发展
人才支撑，增强人才动能，
青岛通过不断
格局，推进高质量对外开放。
推出重磅人才新政、举办工业互联网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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