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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证监会联合召开工业互联网产融结合座谈会。在

座谈会上，工业互联网企业重点就工业互联网发展思路、未来布局以及在产融结合方面

的探索等进行交流和研讨。《中国电子报》特编发工业互联网企业的精彩观点，供业界参

考（详见2—3版）。

富士康提供高科技产品生产与

制造服务，截至2017年年底，公司全

球专利申请已累计146200件，连续9

年 被 技 术 分 析 机 构 ipIQ 评 定 为

Electronics&Instruments领域第一名。

自2015年起，富士康着力打造“大中

小企业一站式服务，跨行业跨领域

服务型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

BEACON，截至目前，BEACON 已

接入工业设备 685486 台（套），开发

培育工业 APP1228 个，签约服务公

司 199 家。此外，公司建立了富士康

工业互联网学院和创新实践基地，

并与国内外多家单位建立联合产学

研合作模式。今年 6 月，富士康集团

专注智能工厂发展的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A股上市。

富士康未来发展规划分四方

面：一是面向行业的公共服务能力

建设，为全国的工业企业客户提供

服务。二是 IPO 募投资金着力完善

工业富联内部的工业互联网改造。

三是与大型 PE合作设立专项基金，

投入工业互联网控制器等技术研

发、工业机器人升级研发等。四是与

政府合作设立母基金，扶持中小企

业工业互联网改造与实施。

陈永正就产融结合现状提出几

点建议：一是资本市场监管机构可从

“提质、增效、降本、减存”等因素出

发，制定政策和审核原则。二是建议

在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时按个案考虑，

企业通过海外并购拓展产业布局。三

是协助中小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取得

长期、低成本资金。

航天云网作为航天科工工业

互联网、智能化改造、新业态体

系建设技术总体单位，举全航天

科工之力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航天云网 INDICS+CMSS 工业

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和涵

养 云 制 造 产 业 集 群 生 态 ， 采 用

“一脑一舱两室两站”，面向社会

提供智能制造、协同制造、云制

造服务，着力打造国家级工业互

联网主平台。目前，平台在应用

方面，已形成四大解决方案，服

务航空航天、工程机械、汽车、

电子信息等十大行业，研发、生

产、仿真试验等 10 多种领域，支

持 30 种工业通信协议接入，云端

注册用户企业超190万户，协作与

采购需求发布金额 4800 多亿元，

接入设备 90 多万台，服务 3600 万

余人、250多个国家或地区。在未

来发展上，公司拟不断完善资本结

构方式，深化产融结合，打造工

业互联网生态。

李雪梅就产融结合现状提出几

点建议：一是工业互联网处于快速

发展期，需要政策支持以及规划设

计方案，同时明确企业规模，便于

企业明确未来发展进程及发展方

向。二是建议完善工业互联网上市

审查标准，降低财务指标的约束。

三是建议加速工业互联网领域优势

企业快速上市，缩短工业互联网企

业的上市准备时间。

三一集团以树根互联为基础，继

承吸收三一集团在工业互联网领域

历时10年、投入超过15亿元的技术

经验积累，结合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区块链等新技术，独立组建树根

互联技术有限公司，打造了一个世界

级、开放的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

平台——根云 ROOT CLOUD。截

至2018年6月底，平台已接入各类机

器设备超45万台，覆盖42个细分工

业行业，连接管理资产超过 4300 亿

元，平台所推出的“挖掘机指数”更是

受到高度赞扬。

根云平台具有以下四大特点：

一是坚持自主研发，构建新一代工

业操作系统。树根互联拒绝市场换

技术的模式，坚持采用国内资金自

主研发，打造首个中国本土工业互

联网平台。二是服务中小企业，实施

技术升级改造。根云致力于为我国

广大本土中小企业提供便捷、高效、

低成本、低门槛的端到端一站式解

决方案。三是欧洲展出收获颇丰，逐

步打开国际市场。公司在今年汉诺

威展上发布了“根云”平台海外版，

受到大量国外用户关注，现已逐步

将产品销往海外。四是根云平台具

备设备360度全生命周期管理：涵盖

物联监控、智能服务、能耗耗材、资

产管理、设备协同、二手交易、设备

保险、交易支付、货款保理、共享租

赁、改装再造等。

贺东东提出，希望工信部和证监

会能够在员工持股平台建设、股权

支付费用、盈利规模以及盈利年限

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推动树根互

联工业互联产融结合的新发展，从而

拥有更好的同发达国家竞争的环境，

抢占全球工业操作系统领导者地位。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永正：

建议扶持中小企业工业互联网改造与实施

航天云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雪梅：

产融结合打造工业互联网生态

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CEO贺东东：

根云工业互联网平台助力中国智造

浪潮云工业互联网平台已经形

成了“云服务平台支撑能力、企业

信息化服务能力、先进制造业的模

式经验”三大核心能力，具备了承

担工业互联网跨行业、跨领域、跨

区域平台及安全可靠信息系统建设

和保障的能力，成为八家国家跨行

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试验测

试项目之一。

据山东浪潮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CEO袁谊生介绍，截止

目前，浪潮云工业互联网平台已连

接了十几类 170 多万台工业设备，

沉淀了 5.9PB 的工业数据，汇聚了

1000 多个工业 APP 及企业管理软

件，覆盖9大行业、7大领域。

袁谊生表示，浪潮云的目标是

五年内成为全球前五的新型云服务

运营商。具体措施如下：（1） 继续

增强以混合云管理模式为趋势的云

服务平台基础支撑能力，不断提升

平台的安全防护机制和服务能力。

（2） 持续提高企业信息化服务推广

能力，联合合作伙伴加快推动制造

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3） 计划在

未来三年实施“浪潮云梯计划”，

持续加大推动企业“上云上平台”

的力度。

产融方面，浪潮云已完成A轮

融资，现正在启动B轮融资，并已

启动IPO前期准备工作。

袁谊生向证监会、工信部等相

关部门呼吁，应支持同时具备云平

台可信支撑能力、企业信息化推广

服务能力、先进制造业经验的工业

互联网平台公司上市。

徐工信息总经理张启亮介绍，

工业互联网平台试验测试项目Xrea

目前入网设备累计数量已超过60万

台，为 50 多个细分领域提供工业

APP 5170个、工业机理模型474个、

微服务组件 1323 个，第三方开发者

数量超过3000人，涵盖装备制造、建

筑施工、有色金属、石化管道、减速

机等行业，已覆盖哈萨克斯坦、巴基

斯坦、伊朗等 20 多个“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

张启亮还表示，Xrea 工业互联

网平台的发展规划包括六方面内

容：（1）加快推进跨行业跨领域的应

用，2020年计划培育超过1万个工业

APP、2000个工业机理模型、3000个

微服务组件；2025 年工业 APP 数量

突破 2 万个。（2）加快推动设备上云

计划，到 2020 年入网设备超过 300

万台、2025 年达到千万级。（3）推进

新技术应用，建设国家工业互联网

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树立行业标识

解析技术应用示范。（4）落地安全计

划，加强工业互联网边缘层、网络传

输层、数据应用层的安全防护。（5）

实施生态共赢计划，2020 年形成总

体量超过2000家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生态。（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

应用，2020 年实现对东亚、西亚、南

亚、中亚四大区域10个国家的覆盖。

徐工信息在产融结合领域开展

了以下三方面的探索：（1）积极探索

供应链金融和物联网金融的业务发

展新模式；（2）计划联合知名投资机

构、政府主管部门，打造规模约50亿

元的工业互联网生态发展基金。

2025 年 前 建 设 百 万 工 业

APP，是我国非常具有前瞻性的重

要战略举措。李义章表示，将知识

和经验软件化为工业APP，可以不

断积累、继承和升级。在互联网基

础上全社会开放、共创、共享的模

式发展百万工业APP，对于我国工

业技术核心体系建设具有核心意

义，相比国外具有绝对优势。

索为公司成立 12 年，一直在

帮助十大军工集团的研究所和设计

院，迄今为止，公司已经累计开发

了 6000 多个工业 APP。索为软件

平台 Sysware 可以帮助制造业企业

将核心技术转化为工业APP。

索为未来三年拟在三个业务方

向布局：（1） 推进工匠传承工程，

计划合作中船重工719所等单位退

休专家，将其技术和经验转化成工

业APP。（2） 建立核心技术零部件

关键技术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

（3） 共建军民融合工业互联网平

台 ， 将 产 品 和 服 务 封 装 为 工 业

APP。

最后，李义章就产融实践提出

两个建议：一是不能完全采用市场

化机制培育百万工业 APP。比如，

航空领域 60%~70%的工业 APP 都

相同，每家重复建设带来高度无法

叠加难题。建议国家成立技术研究

院，横跨航空、航天、造船等行

业，鼓励央企建立本行业的基础共

性 APP 库 。 二 是 工 业 APP 的 培

育，需要资本与金融的配套体系。

百万量级的工业APP，全社会总体

投入大概需要 1000 亿元左右。其

中可能需要政府投入300亿元解决

基础共性的部分，需要各行业龙头

企业投入300亿元解决行业通用的

部分，需要市场化资金400亿元解

决企业专用的部分，至少可以带动

5万亿的制造业产值。

福建中海创是国内规模最大的

自动化和信息技术提供商之一，其

产品 IAP OS 操作系统和“海创云”

平台诞生于 2000 年，产品已成功应

用于电力、化工、石化、智慧城市等

多个领域，并积累多起国内外成功

案例。中海创目前正筹备剥离重组

旗下核心技术和优质资产，培育新

上市主体，融资发展，打造工业互联

网领域的操作系统提供商、品牌运

营商和智能制造咨询服务商。

中海创的竞争力体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一是掌握了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全球首创、顶层安全可靠的工

业互联网操作系统——IAP OS 操

作系统。二是拥有基于 IAP OS 构

建的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生

态型平台“海创云”，能快速整合行

业优秀资源为客户提供工业 2.0~工

业 4.0 的软硬件产品与信息技术服

务。三是探索出兼顾安全与开放协

同的可行路径。IAP OS 操作系统

技术路线可控制工业系统中软硬件

高度耦合的状态，彻底解决异构工

业设备标准化集成协同共识的业界

难题。

最后，马翔就企业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希

望通过权威技术认可，争取国家政

策扶持。希望技术的先进性、颠

覆性、创新性以及潜力可得到国

家的评测鉴定，并在被认可后得

到相关政策支持。二是在技术的商

业化和规模化推广上给予支持。希

望国家在技术的商业化和规模化推

广上给予支持，减少来自传统工业

大国企的挤压。三是希望充分引导

多方社会要素尤其是资本的介入与

融合。希望国家引导相应产业风投

基金，早期便介入具有核心技术的

企业和项目，使“政产学研用资”

深度融合。

海尔通过积累的 10 多亿消费

者资源及其发展经验，认识到当前

已从“大规模制造”向“大规模订

制”时代转化，且转化的关键桥梁

是工业互联网。海尔工业互联网具

有三大特征：（1） 消费者可参与到

企业全流程、全周期、全要素，实

现了大规模、个性化订制生产。

（2） COSMOPlat 平台是一个多边

交互的开放平台。通过洗衣机与用

户相连，洗衣机与用户所洗衣物相

连，感知其面料，接着将洗衣机使

用数据及衣物数据传回，实现厂、

电、家互联互通。（3） COSMO-

Plat 平台具有高拓展性、高复制

性。目前，平台已经构建家居、农

业、房车等 15 个产业生态，实现

中小企业上平台、用平台。此外，

在工业互联网标制定准层面，海尔

COSMOPlat 已实现了三大国际标

准组织 （IEEE/ISO/IEC） 的全覆

盖，成为大规模定制领域标准的制

定者和主导者。

平台建设过程中遇到两个突

出问题：一是工业互联网平台基

础相对薄弱，市场碎片化严重，

平台企业间信息闭塞，重复开发

现象频发。二是工业软硬件自主

研发实力不足，小企业由于受到

各方面制约，需要平台企业在前期

提供大量服务。

基于上述问题，周云杰提出三

点建议：一是支持山东工业互联网

创新中心成为国家级中心，并出台

相关政策，鼓励中小企业上平台、

用平台。二是出台相关政策，引导

全社会共建工业互联网平台。鼓励

政府引导基金，国家级产业投资基

金、战略投资者、PE 参与共建工

业互联网平台。三是支持工业互联

网平台业务独立公开上市，并得到

政策支持。

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启亮：

Xrea工业互联网平台推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福建中海创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马翔：

工业互联网操作系统急需国家权威机构评测与政策扶持

山东浪潮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袁谊生：

有望5年内成为全球Top5新型云服务运营商

北京索为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义章：

投千亿元发展百万工业APP可带动5万亿元制造业产值

海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周云杰：

COSMOPlat推动“大规模定制”制造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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