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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宁波市经济转型
升级赋能

智能
数字 驱动

乘混改之东风，引入
腾 讯 、 百 度 、 阿 里 巴 巴、
京东等互联网巨头优势资
源，中国联通已经不再只
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个以基
础通信业务为主的公司，
她已发展成一个在 5G、大
数 据 、 云 计 算 、 物 联 网、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多领
域的全方位发展的“互联
网+运营专家”
。
宁波联通也正在此基
础上积极拥抱数字时代新
变革。
我们认为，数字经济
的发展首先在于凝聚创新
要素，迸发更强大的创新
动力。因此，我们将借助
新 一 代 互 联 网 基 础 设 施、
产业互联网领域能力、5G
生态合作联盟等核心优
势，持续将创新作为企业
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全力
加快互联网化新运营，培

发展
大咖论道

育创新发展新动能。
其次，我们认识到数字经济发展的巨
大动力，来源于传统产业与互联网的加速
融合。宁波是传统的制造业大市，未来传
统制造业将逐渐向大规模定制、制造向服
务转型和分布式制造这三个趋势转型。
因此，宁波联通积极推进联通产业互
联网研究院宁波分院、政企行业云节点、专
家技术团队等资源落地宁波，为宁波政府
和企业提供开放化的通信服务能力。
同时，向宁波企业提供面向流程型制
造和离散型制造的工业企业的云上服务能
力，助力更多软件商提供服务于制造业转
型升级的“企业上云”平台解决方案。助
力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技术
在传统制造业的深入应用，推动传统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推进传统产品智能化
升级。助力我市制造业向高质量纵深迈进。
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投身发展数字
经济的过程中，要让广大普通用户和宁波
市民享受到数字经济带来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因此，我们积极投身城市大数据梳
理、城市大脑建设以及智慧城市运营。包
括在政府运行、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
会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联通有大量的
成功案例，包括：智慧城市-网格化社会
治理、城市精细化管理、城市安全运行管
理、智慧路灯、智慧停车、政务大数据、
政务智慧大脑、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便民
服务自助系统 （最多跑一次）、环保大数
据平台、河长制管理平台等等。
下一步，宁波联通将紧紧抓住新一代
信息技术发展和产业变革机遇，聚力数字
经济“一号工程”，助力“六争攻坚、三
年攀高”行动和“246”万千亿产业集群
建设，聚焦“城市治理精细化、智能制造
数字化、城市大脑扩大化”
，深耕 A （人工
智能） B （区块链） C （云计算） D （大数
据） E （边缘计算） I （物联网） 和 5G 等
关键技术，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的强大平台能力，推进数字政府、数
字经济、数字社会等领域的广泛应
用，为宁波市经济转型升级赋能。
记者 乐骁立

浪潮集团浙江区总经理助理
兼宁波代表处总经理侯典久：

文谷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叶朝伟：

大数据人工智能
更加会深入人心

工厂数字化
有更多种衍生可能

毋庸置疑，我们处于一个数据大爆炸
的时代。
据 IDC 发布的 《数据时代 2025》 白皮
书 显 示 ， 2025 年 全 球 的 数 据 量 达 到
163ZB，将是现在的 10 倍。数据的含金量
越来越大，驱动了各行各业的发展，乃至
时代的变革。如何有效合理地存储、利用
数据价值，成为企业和政府面临的重要命
题。
基于这个背景，云计算、大数据、新
型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将掀起一
波新的浪潮，信息技术成为数字经济化发
展的源动力，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我认为，传统的消费互联网可能不会
再出现惊天动地的变革，但围绕产业互联
网、工业互联网的企业升级过程会发生很
大的变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更加会深入
人心。
数字化转型的特征可以用“新连接、
新生态、新运营商”来概括。具体而言，
云成为新型生产力，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
础设施，助力城市计算力提升；数据成为
新型生产资料，是城市运行的基础资源；
AI 成为新型生产工具，不但是一种技术，
更是各行各业的加速器；区块链则将改变
连接关系，重新定义生产关系，助力实现
全民共建共享共治的未来智慧社会。这些
层出不穷、快速迭代的技术正深度变革每
一个行业。
众所周知，宁波有着雄厚的制造业基
础，这意味着在数字经济时代，这里有着
天然的需求与改造基因。据我们统计，宁
波仅在云计算装备需求领域，就有 30 亿元
的市场容量，可以预见未来不论在保障安
防，提高生产效率，还是促进产业升级，
宁波企业为适应数字经济浪潮所做出的实
践，对于其他地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记者 史旻

在工业互联网大潮席卷全球制造业的
今天，智能制造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但什么是智能制造，其实还没有完全被广
大企业家所真正理解。
我走访过很多工厂，有些工厂对数字
化改造的认知还停留在用扫描枪扫描条
码、使用数字化看板、机器尽可能多替代
人工运作的层面，这其实是比较狭隘的。
归根到底，智能制造的真正目的是降低成
本、提高效率。
我们文谷科技在做的就是扎根于工业
的生产控制系统软件 （MES），并已经衍
生出了一批数字工厂建设案例。通俗来
说，MES 就像一个大脑，指挥、监控着车
间里所有的设备，以及设备的每一次操
作。这意味着这个“大脑”每天会接收到
大量的数据，我们借助云让设备完成互联
互通，借助人工智能总结数据积累，并为
生产制定一个可控、透明、智能的决策。
也就是说，数字技术在这个环境中是帮助
人工生产增质、提效、降本，而并非完全
替代人工。
随着 5G 时代的来临，我认为工厂的
数字化有了更多种衍生的可能。过去，我
们在做端的时候主要会碰到两方面的麻
烦，一是组网的问题，二是如何支撑大量
的连接。而 5G 网络可以满足 1000 亿量级
的网络连接，这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
智能制造领域，未来基于 5G 的数字工厂
与人工智能结合，可以形成超低时延的工
业化操作。比如，在外观检测方面，可以
将高清图像摄取后快速上传识别；精确如
螺丝的状态和个数，也能在识别漏拧后快
速预警等。
文谷科技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企业，借
助宁波制造业的土壤，拥有了不少的实践
积累。未来，我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深入运
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
尖端技术，为制造企业提供更加立体化的
工业大数据服务平台，助力更多中小企业
高质量发展。
记者 史旻

浙江云行天下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松煜：

智慧停车
是数字交通先遣部队

鑫义科技 COO
合伙人金励君：

为智慧医疗领域
贡献力量
人工智能必定是未来数字经济的主引
擎，而鑫义科技一直以来都在探索人工智
能领域在产业方面的新应用，我们在数字
经济方面主要侧重于围绕医院的最多跑一
次提供场景化的解决方案，通过优化诊前
诊中诊后的用户体验，实现少排队，少跑
腿。
目前我们的产品已经在李惠利医院实
施上线，在手机端通过小程序的方式已经
能查看排队进程，在此次智博会上我们会
发布最新的自研设备，实现挂号缴费预约
签到叫号等 10 个就医场景中需要的功能。
下一步，围绕新的设备和医疗场景，
我们将继续完善诊前的智能分诊，和诊后
的在线问诊、续方，通过我们的努力，相
信不久后可以让使用我们设备的医院为广
大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相信鑫义科技在宁波市推进智慧城市
领域应用的过程中，一定能为智慧医疗领
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对宁波发展数字经济的建议是，宁
波要在结合现有优势产业的基础上发展软
件产业，助力原有优势的软件企业走出
去；政策上支持本土的龙头软件企业发展
产业链相关的辅助产业，提供发展的硬件
条件，比如围绕核心企业打造有优势的核
心产业园，促进本土企业的发展。
记者 乐骁立

作为全球第一汽车大国，数字交通是
中国交通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智慧停
车充当着数字交通的先遣部队。目前中国
停车缺口率超过了 50%，平均空置率也达
到了 51.3%，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近
年来，云行天下以智慧停车作为核心业务，
以解决停车难为公司使命，以城市级智慧
停车平台进行垂直深入发展，经过三年的
沉淀，目前已落地数千个停车场，逐步解决
停车场信息孤岛问题。
接下来，公司将仍以解决停车难作为
使命，以“智慧城市出行平台”为核心，打造
数字化出行助手，推动智慧化便捷交通发
展，构建城市出行服务新业态，此外通过海
量静态交通数据的采集分析，推动智慧停
车、智慧交通等行业治理现代化，提高大数
据运用水平，实现精确分析、精准管控、精
细管理和精心服务。
宁波在数字经济领域如何发力？我认
为需要大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产
业，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为宁波安装一个
智慧的大脑，推进城市大数据平台、城市大
脑、智慧城市运营管理等平台的建设，以此
完善城市大数据体系。此外，城市大数据的
体系自然离不开各企业的高新技术支持，
当然我们也将会进行相关协助工作。
在大力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
宁波还需要加速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城市停车场等基础设施的改造，逐步统一
智能化管理，同时为了缓解城市停车难题，
规范城市停车行为，也可以考虑相关的停
车政策，
将违法停车行为纳入征信系统。
最后，宁波相关行业人才非常稀缺，对
于大数据的分析解读及可视化呈现方面还
处于一个较为初级的阶段。城市拥有了海
量的数据资源，但是无法充分利用他们的
价值，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宁波需要有更
多相关的政策来引进高新技术行业的高端
人才。
记者 谢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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