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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170家制造企业的评估显示，仅有4%能够兼具数字化投资力度和业务成果的优势

我们离“工业4 . 0 ”还有多远
□

本报记者
本报通讯员

李文明
崔 葳

视这方面人才的培训与培养，参加世界技能
大赛正是为培养智能制造技术人才提供了一
个一流的国际平台。”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副厅长周春艳介绍，在第44届世界技能
大赛上，我省选手获得了工业控制项目金牌
和西餐项目的优胜奖。为了备战将在2019年
召开的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我省已经举办
了两期对接世界技能大赛的研讨活动，并以
此为契机，把世界技能大赛技术标准转化为
我省的教学标准和技能人才培养标准。

1月4日，世界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项目
暨双元制职能制造技能人才培养研讨会在淄
博召开。这一旨在推动山东智能制造发展的
活动引起广泛关注。来自全省的200 余家技
师学院和企业负责人参加了研讨，并对开展
智能制造人才培训产生了巨大兴趣。

差距与考验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展
开。这场革命将使一些国家在制造业领域强
势崛起，成为新世纪世界经济的领导者。为
此，世界各国纷纷制定自己的技术革命和产
业变革路径。
2012年，美国通用电气提出“工业互联
网 ” 的 概 念 ；2013 年 ，德 国 提 出“ 工 业4 . 0 ”；
2015年，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
中国的目标雄心勃勃：到2025年，中国
制造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之列；到2045年，
中国制造业跨入世界强国领先地位。
但宏伟目标却面临严峻挑战。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机械工程系主任、教
授，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MES分会
理事长沈斌博士用两组数据分析了中国制造
业的窘迫：一方面，中国制造很强大。目
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基
地，汽车、船舶、电脑、手机、彩电、冰
箱、空调、电力、钢铁等重要产品在世界市
场 上 的 占 有 率 分 别 达 到28 % 、41 % 、80 % 、
90%、60%、50%、80%、24%和50%。
但同时，中国制造又非常弱：手机、家
电、汽车等产品的核心技术和高端装备对外
依存度很高，每年用于这些产品芯片的进口
贸易额达数千亿元。同时，我国资源能源利
用效率低，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信息化与工
业化融合度低，自动化和智能化制造水平
低。
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核心就是信息化、数
字化在制造业中的融合发展。但在两化融合

市场新机遇

参加研讨会的代表参观山东莱茵科技设备有限公司与德国莱茵科斯特有限公司共同研
发的工业智能教学系统。
上，我们的成绩不容乐观。
德国机电一体化培训专家安德列·穆勒
告诉记者，机电一体化已经在德国的大部分
制造企业落地，但中国的企业却很少。
沈斌提供的一组数据印证了安德列的这
一判断。
运用埃森哲数字化指数模型和卓越绩效
企业评估模型对中国170 家制造企业的评估
显示，中国仅有4%的企业能够兼具数字化投
资力度和业务成果的优势。
“显然，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竞争
中，我们依然处于劣势。”沈斌说。

如何赶超
智能制造有多大的竞争力？西门子的实
践让人脑洞大开。

西门子在20多年前就开始了数字化的研
究和实践，并逐步向数字化转型升级。迈向
数字化的西门子在近10年实现了华丽转身，
西门子在成都建设的安贝格工厂，25年来工
人数量未变，产量却增长了8 倍，并在生产
上千种设备的基础上保证了惊人产品质量。
显而易见，中国要赶超起步较早的西方
发达国家，需要有自己的路径。
“最关键最重要的是培训工业智造的技
能人才。”沈斌认为，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升级和智能制造，急需大量的数字化和智能
制造技术人才，但现在我国的教育体系无法
提供这样的人才，因为我们的教育体系是按
专业细分，培养的是各类专业的专门人才，
而数字化和智能制造需要各种技术复合的人
才。
“为推动智能制造的发展，我省十分重

智能工业浪潮在我国已经风起云涌。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国智能工业快
速发展，数百亿级的智能产业项目不断涌现。
为适应智能工业的发展，京东无人配送站点开
始运营，引领物流产业升级。专家指出，中国
将迎来数字化和智能制造专业教育的黄金时
代。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一支
能把高精尖技术转化为优质产品的高技能人
才队伍。”周春艳介绍，为推进“中国制造
2025”的实施，山东省制定了《关于加强高
技能人才工作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
提出到2020年，全省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300
万人。
淄博较早看到了“中国制造2025”带来
的市场机遇，积极开展面向高端产业的技能
培训。截至2017年底，全市拥有各类技能人
才59 . 3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17 . 2万人。
山东莱茵科技设备有限公司是智能制造
的先知先觉者，早在十年前就开始研发生产
德国标准的机电一体化、工业自动化、电气
工程及自动化“工业控制技术实训”教学系
统。目前，与德国莱茵科斯特有限公司共同
研发的工业智能教学系统已经为全国培训了
一大批智能工业技能人才，受到广泛关注。
在此次研讨会上，山东工业技师学院、淄博
技师学院、济南技师学院分别与德国莱茵科
斯特有限公司签订了机电一体化培训合作协
议。

我省全面开展“食安护佳节”行动
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消费进行全链条、全环节检查
□记 者 杨润勤
通讯员 赵洪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保障节日期间公众饮食
安全，自2017 年12月29日开始，全省食药监
系统开展“食安护佳节”行动，该行动将持
续至3月5日。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
消费进行全链条、全环节检查。
省食药监局会同济南市食药监局、济南
市历下区食药监局，对济南市餐饮聚集区恒
隆广场、山东大学医学院食堂进行了现场检
查，并实施抽样检验。经检查，总体情况较

好，未发现重大食品安全隐患。
省食药监局流通环节工作组对山东银座
配送有限公司开展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了企
业经营资质情况和经营过程控制情况，对小
麦粉、白酒、葡萄酒、饮料、食用植物油、
发酵乳、酱油等7 批次食品实施现场抽样。
检查发现，企业经营资质齐全，食品经营许
可证载明的有关内容与实际经营相符，能够
按要求贮存食品，现场抽样的食品经检测全
部合格。
威海市食药监局的执法人员对润昊食品

有限公司开展了全面检查。经过检查，该厂索
证索票齐全，原辅料具备质量合格证明，但该
厂存在配料不规范、添加剂存放不规范，无专
人保管的问题。在对威海鹏程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开展的全面检查中，各项指标基本达到标
准，但存在灯光照度不够、未及时更新销售台
账等问题。
滨州市食安办成立5 个督导组，对食品
生产经营企业、市场等进行密集督导检查。
沂源县以生鲜猪肉及肉制品、豆制品、调味
品、酒类、火锅食品等为重点检查产品，严

星期五

厉打击无证生产经营、非法添加、以假充
真、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
据了解，此次行动期间，监督检查采取
“双随机”方式进行，监督检查和监督抽检
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同时，将严惩食品违
法犯罪行为，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
关。
省食药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食药监系
统将畅通“12331”投诉举报渠道，发动消费
者及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营造食品安全共治共享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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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将施行食品药品安全
举报奖励办法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苑伟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为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积极举报
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严厉打击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活
动，淄博市将于2月1日起施行《淄博市食品药品安全举报
奖励办法》。
该《办法》适用于淄博市境内食用农产品的种植、养
殖、市场销售，食品（含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药
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的研制、生产、流通和
使用环节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违法犯罪线索的举报，经查
证属实并依法作出处理后，予以相应的物质奖励。
奖励分为三个等级，按照涉案货值金额或者罚没款
金额、奖励等级等因素综合计算奖励金额。每起案件奖
励金额原则上不超过50 万元，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奖励需
超过50 万元的，组织专家认定。对举报人有特别重大贡
献的，奖励金额原则上不少于30 万元。

曲阜儒家文化体验基地获批
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谭雪琴 李文明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曲阜市儒家文化体验基地获批
“全国儒家文化旅游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近年来，曲阜市以创建“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为契机，着力在示范区内打造以教育培训、文化旅游、休
闲体验、动漫创意、会展演艺、艺术品交易为特色的六大
重点产业。目前，该基地拥有800余处各类文化遗存，184
处文物保护单位，5000余块碑刻，10万多件馆藏文物，10
处3A 级以上景区，20 余处儒家教育、培训、体检机构和
场所，成为中国重要的儒家文化产业发展基地。

德城区居民
像“点菜”一样送检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胡化念 报道
本报德州讯 德州市德城区坚持群众举报100%受理，
特别是在“你点我检”服务上下了一番真功夫。目前，该
区居民食品送检如“点菜”一样方便。
为保证投诉举报受理率达到100%，该区专门组建专业
化检测队伍，积极用好第三方检测机构，为一线监管所配
齐食品快检设备，并在辖区大中型超市全部建立农残快速
检测室。该区推出的“你点我检”服务，居民可以采取
“点菜”模式，点出辖区内某个门店的某项食品，要求食
药监部门进行检测。食药监部门第一时间安排机构进行检
测，并及时将检测结果向居民通报。

李沧区重点农产品
实现随时全覆盖检测
□颜成霞 王晓 杨润勤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日前，记者从青岛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了解到，该市李沧区建成的32处标准化食用农产品快速
检测室，实现了辖区重点品种、高风险品种和主要来源地
食用农产品的全覆盖检测。这32处快检室分别建在批发市
场、农贸市场、民生市场、大中型商超等与老百姓菜篮子
密切相关的场所。该区还专门建成21处全彩LED显示屏，
作为食品检测信息公示平台和快检结果发布平台，全天滚
动播放食品检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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