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好三篇文章
把基础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

卢福财（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江西在推进产业数字化过程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

基础优势：

一是物联江西已经形成品牌，南昌、九江、上饶等地

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发展上获得了较大的突破，江西已

经建成 5G 基站 6 万多个。二是江西 VR 产业已跻身先

进之列，正全力打造以 VR 软硬件结合、总部企业集聚、

科创文创迸发、绿色低碳宜居为标志的“元宇宙”试验

区。三是我省电子信息产业在中部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智能化制造居全国第八位，全省上云企业数量也突破了

10 万家。数字产业化的高速发展，为江西的产业数字化

做好了基础准备。

要把基础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需要做好人才培

育、政策牵引和数据管理三篇文章——

首先是人才培育。积极引进和培养数字领域经营管

理人才、技术拔尖人才，建设一批人才实训基地，开展数

字化转型“十百千万”人才培训，对有条件的企业管理人

员进行轮训，打造多层次复合型人才队伍；发布一批数字

化转型优秀案例，面向企业推广数字化转型理念，提出转

型参考路径；建立数字专员制度，打造一支专业数字化转

型服务队伍，帮助全省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

其次是政策牵引。围绕企业关心的设计、生产、物

流、服务、网络等环节的痛点堵点，向全球征集数字化典

型应用场景解决方案；通过示范引领一批、平台带动一

批、政府扶持一批，分类实施“一链一策”“一园一策”“一

产一策”“一企一策”，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

最后是数据管理。加强数字治理与数据立法，统筹

处理好数据资源、基础设施、发展应用、数据安全等方面

问题；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开展企业数据管理能力成熟

度评估、工业数据分类分级等工作，推动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向纵深发展。

近几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但仍然

不能适应企业信息化发展所要求的网络环境。

网络资费较高等共性问题以及传统专线业务线

下订购、开通缓慢、无法自主定制等专用问题已

不能有效满足企业日益提高的数字化建设需求。

——崇仁县工信局副局长胡伟华

策划打造多项行业难点痛点解决方案，并加

强对产业数字化标杆企业的政策性补贴和金融

支持。同时，建立数字经济的各类专家库，如：品

质专家库、工艺专家库、设备技术专家库等。

——龙南骏亚公司信息化副总监龙文卿

强化数字化基础性设施建设，有序引导资本

市场进入，以弥补县区财政不足的缺陷；在对数

字化企业进行奖补引导的同时，加快对数字化服

务商的资金补贴；强化区域协同创新机制，加快

区域内的协同创新步伐。

——工信部对口支援龙南干部陆建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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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数 ”奔 跑
本报记者 黎 军 李耀文

置身德兴铜矿大型采矿场，无人驾驶电机车自动放

矿、运行、卸矿，只需 8 名工作人员在控制中心就能完成

每天 3.8 万吨的矿石运输量；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

的工作人员，通过“两网一中心”，在手机上便可对水稻

田、大棚进行远程环境监测以及农业生产调度；高安一

家物流公司，利用物联网平台，将有物流需求的企业与

货车司机进行精准对接，打破了以往“货等人”的交易机

制……随着实体经济和数字技术融合步伐的加快，赣鄱

大地正在上演一场“数字蝶变”的精彩大戏。

如何看待数字化意义？提质增效，
助推“换道超车”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题中之义，和数字产业化

构成数字经济的一体两面。伴随数字产业化的快速发

展，产业数字化也焕发出蓬勃生机。

“植保无人机，农业数字化好帮手。”南昌县冈上镇

居民罗先生，自从中学毕业后，就试图“逃离”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生活。和其他乡村年轻人一样，他离开家乡去

一线城市务工多年，甚至远赴日本打过“洋工”。今年，

他以农业数字化设备代理商的身份重新回到家乡。“有

了数字化，农业和以前不一样了。”

不仅在广袤的田野随处可觅数字高科技产品的身

影，在工业领域，更有其广阔的用武之地。

6 月 20 日，记者来到坐落于龙南一角的骏亚精密电

路有限公司。步入该公司智能车间总控调度室，一面由

18 块分屏组成的屏幕墙映入眼帘，整个车间生产设备

运行数据一目了然；线路板生产线上机器运转，屈指可

数的几名工人来回于一台台数字终端旁，监测着生产数

据的更新。整个车间既繁忙又有序，一改以往线路板生

产嘈杂的场面。

“产业数字化，提升了企业生产效能和产品品质，对

于企业而言就是最大财富和最大竞争力。”该公司信息

化副总监龙文卿告诉记者，4 年的产业数字化之路，让

骏亚发生了实实在在的改变：通过标准节拍管理、产出

偏差控制和加工程序优化，将钻机、锣机的设备稼动率

提升了 20%；通过工艺参数精准化管控方法提升了沉铜

工序首板一次通过率，并将工序报废率降低了 50%。

“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成为我省数字时代推动

高质量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的主动选择。”有关专

家表示，产业自身通过互联网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实现

产业收入增加和产业模式升级。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

用，使得各类社会生产活动能以数字化方式生成可交互

的数据、信息和知识。

当前，江西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处在

厚积薄发、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

数字化已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是继工业

化之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乘势而上千帆竞，策马扬鞭正当时。江西大力实施数

字经济“一号发展工程”，加快“数”化江西进程，为“换道超

车”“换车超车”、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打造新引擎。

数字化也成为企业转型升级、危中寻机的必然选

择。当面临市场增速下降、行业产能过剩不利因素，以及

安全、环保刚性约束加剧等诸多挑战时，“十三五”时期，

九江石化就毅然把数字化作为转型核心环节来推进。

自动化控制率和生产数据自动采集率达 95%以上，

运行成本降低 22.5%，企业核心竞争力有效提高；“十三

五”期间，企业经营业绩持续提升，累计盈利 57亿元……

产业数字化转型让这家传统石化企业焕发了新的生机。

数据显示，1 至 6 月，全省新增 23184 台（套）智能制

造装备，建设了 647 个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截至今

年 6 月底，我省企业上云 143327 家，工业互联网标识注

册量 4911 万个。同时，农业云数据中心投入使用，商

贸、交通、文旅等产业数字化步伐不断加快。

如何推进数字化进程？找准路径，
聚力转型升级

为切实推进数字经济“一号发展工程”，我省印发

《打造全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高地实施方案（2022-2025
年）》，朝着产业数字化转型先行区目标进发，并从减税

减费减租、培育壮大市场主体等方面出台系列扶持政

策，强化数字经济政策要素保障。

蓝图怎么实现？各地都在努力寻找路径。

崇仁变电设备产业是全国第三批 38 个产业集群区

域品牌建设试点单位。变电是当地长期以来的首位产

业，但县内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长期处于“舒适区”，总

体转型的意愿不强。

“我们通过引导龙头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以更优

质的产品抢占市场，倒逼县内企业进行转型或者接受市

场淘汰。”崇仁县工信局副局长胡伟华介绍，该县初步拟

定 10 家龙头企业和 15 家骨干企业作为数字化转型先行

企业，发挥数字化升级的示范工厂作用。江西伊发电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利用“5G+互联网大数据”打造未来智慧数字工厂；

新购买世界一流全自动柔性生产及检测设备；接入国家

电网有限公司电工装备智慧物联（EIP）平台……近一年

来，伊发的数字化步伐明显加快。经过数字化升级，企

业产品能耗标准达到一级，并实现了生产流程的可视和

可追溯，成功达到国家电网等行业重点采购商要求，企

业效益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企业产值达 1.6 亿元，同

比增长 21.3%。

当地园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热情亦被点燃，10 家

企业获省级两化深度融合示范企业，3 家企业通过工信

部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认定。

崇仁的做法并不是个例。南昌市以“本地用”推动

“本地造、本地创”，通过技术应用的提升与创新，推动产

业数字化的发展；浮梁县以校企共建数字科研基地推动

产教融合，以数字赋能传统产业升级推进先进陶瓷发展。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

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时代

召唤国有企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发

挥引领作用，成为推动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排头兵。

引领作用如何体现？

“江铜通过龙头企业建数字化平台、上下游产业进

入平台的形式，建立属于铜加工行业的数字化标准体

系，以数据强化同行业之间的信息共享。”江铜集团运营

提升部副总经理卢晓介绍，今年以来，集团与数字化头

部企业（华为）合作制定了顶层设计方案，两家下属单位

成立了数字化部门，在实现生产指挥、智慧物流等 12 个

场景应用的基础上，着力开发工业数据分析、物联网、云

技术等技术应用，力求早日实现关键生产要素、管理要

素的全面数字化升级。今年上半年，该集团实现销售收

入 2662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中国联通（江西）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万刚在与

近 3000 家企业对接中发现，产业数字化的转型升级过

程，要经历从智能设备到智能车间再到智能工厂逐步推

进，最后形成以数据串联全产业链的过程，数据正在成

为企业的重要资源和资产。

经过探索，我省工业数字化转型速度明显加快。《江

西省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 年）》显示，2021 年全省

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指标值达到 2.47，高出全国平均水

平 0.4，列全国第八位。

工业数字化转型可圈可点，农业如何实现数字化赋

能提效？贵溪市的做法是：整合。

“以前的数据是一个处室一套标准，经常出现数据

打架的情况，有了共享平台，相关的数据可以第一时间

汇总，并通过数据来指导农业生产。”贵溪市农业农村粮

食局一级主任科员郑桂梅介绍，2020 年，贵溪市投资

1000 万元，建设了依托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信息

化技术的“智慧三农”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全市涉农的生

产信息、检测信息、流通信息等超千万条数据都整合进

入到这一平台。

数聚万物，农业数字化应用场景不断拓宽。截至

2021 年底，全省农业物联网示范基地和示范企业达 200
家，新增国家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 4家。

云游、云消费已经成为一大趋势，我省服务业搭上

数字快车，主动转变营销模式，数字金融、电子商务、智

慧物流、智慧文旅呈现蓬勃发展之势：2021年，全省网络

零售额达 1926.2亿元，增长 24.25%，增速居全国第四位；

江西万佶物流承建的省级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成为全国

十大信息平台之一；“一部手机游江西”项目实现全省

205 家 4A 级以上景区视频数据和客流数据对接并稳定

运行。

如何补齐数字化短板？问题导向，
提升改革水平

7 月 5 日，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

《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2021）》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 ，全 国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指 数 一 级 指 标 产 业 数 字 化 为

62.6，而江西的产业数字化指数为 45.1。

江西在产业数字化转型效能上尚显不足，亟待找到

发力点。

有专家把江西在推进数字化转型中的问题总结为

“五个不”：企业多层组织模式不灵导致“不愿转”，企业

数字化人才储备不足致使“不敢转”，自身数字转型能力

不够导致“不会转”，企业决策层数字化转型战略不清导

致“不善转”，数字化改造成本偏高、自身资金储备不足

造成“不能转”。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信部对口支援龙南干部

陆建洲认为，江西的产业数字化缺乏统一的数字化建设标

准，而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陆建洲把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系统比喻为“身份系

统”，企业进驻之后，会被分配一个企业“身份证号”，通

过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系统，可实现工业设计、研发、生

产、销售、服务等产业要素的全面互联，解决因采用标识

编码不统一导致在流通过程中需要多次编码、重新赋码

贴标等问题。

2022 年，省通信管理局联合省工信厅印发《江西省

工 业 互 联 网 标 识 解 析 体 系 建 设 行 动 方 案（2022-2025
年）》，明确到 2025 年，全省建成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

级节点 20个以上，接入企业数超 5000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省农业农村厅市场与涉外处

干部雷恩思在和沿海一些发达省份比较后发现，我省在

制度创新和政策支持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广东省在

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中切块支持数字农业农村建设，将数

字农业农村建设列入省级一般财政预算；浙江省农业农

村厅在机构改革时设立农业机械化与数字化处，并组建

数字农业专班，大力推动智慧农场建设。积极的举措，

让广东、浙江的农业数字化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除了政策的普惠和平台的搭建，个性化的数字化服

务也成为企业的诉求。

“盲目做产业数字化改造，会造成投资巨大、管理混

乱、员工抵触等失败的结果。”江西中易微连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克认为，找不到和企业高度贴合的服

务商是导致很多企业转型不成功的主要原因。龙南骏

亚在转型过程中，则选择了来自广东的一家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进行合作。可喜的是，因为江西广阔的应用场

景，该服务商已经在江西建立了 3家分公司。

“我省正积极联络工信部，加快企业信息化、工业化

融合评价体系试点，精准培育一批数字化标杆企业。”省

工信厅信息化推进处处长高琨表示，除加快与国家相关

部委的对接外，我省正在大力推进数字化专业队伍建

设，拟设立 1000 人的人才池，重点服务首批 50 家企业。

同时，搭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孵化池，对首批 114
家服务商进行重点培育，并对其服务进行星级评定，实

施优胜劣汰，加快弥补我省数字化服务商紧缺的现实。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目前，江西在推进产业数字

化转型中虽然有诸多困难和短板，但困难也是机遇，短

板即是提升空间。迎着数字经济的“风口”，江西正以时

不我待的姿态加“数”前行，努力奔跑。

一线声音

专家点评

江西北斗公司生产工人正在操作 5G 智能高压断路器自动生产线。 通讯员 许 红摄

图为江铜铜箔公司锂电铜箔产品生产现场图为江铜铜箔公司锂电铜箔产品生产现场。。该生产厂房于该生产厂房于

20212021年年 77月建成月建成，，采用智能物流系统采用智能物流系统，，实现了不同工序之间实现了不同工序之间、、成品成品

入库入库、、售出发货全过程的自动流转售出发货全过程的自动流转。。 江铜集团供图江铜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