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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融合，力求“换道超车”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
如火如荼。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
术的发展，5G网络、大数据、云计
算、区块链等新产业如雨后春笋
般不断涌现。文登区工信局借助
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东风，引导区
内工业企业主抓“新旧动能转
换”机遇，力争在企业发展竞争
中实现“换道超车”。

更“上云”天望

文登区工信局积极推动区
内企业上云工作，加快培育新业
态、新模式，逐步形成平台、应
用、服务协同发展的格局。

2020年，文登区已新增上云
企业30家，计划年内新增上云企
业100家。截止目前，文登区上云
企业数量达到近400家，其中25
家企业已享受“云服务券”财政
奖补资金。2020年，16家企业已
申请“云服务券”财政奖补资金
已通过审核，待名单公示后，奖
补资金将发放到位。另外，有15
家企业正在申请“云服务券”财
政奖补资金，文登区工信局会同
财政局将逐一审核，争取奖补资
金早日发放到位。

合融促“两化”

文登区工信局大力推进区
内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的高层
次深度融合工作，以信息化带动
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全面提高文
登区企业信息化应用水平。

2019年，威海博康特建材有

限公司、威海芸祥家纺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威海合益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文登市迈世腾电子有限
公司等四家企业被评为山东省两
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
威海顺意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等9
家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
达标，获得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
定证书。

文登区工信局加快实施“现
代优势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互
联网”工程。2020年，宏安集团有
限公司光纤及光纤预制棒智能制
造车间试点示范项目入选山东省
第二批“现代优势产业集群+人
工智能”试点示范企业及项目，目
前已通过公示。年内计划实施10
个智能化改造项目，新认定数字
化车间或智能工厂1家。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则在企业内搭建了两化融合管理
体系，成为全国首批200家通过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认定的企
业；实施的工厂智能生产数字化
车间项目入选山东省第一批“现
代优势产业集群+人工智能”试
点示范企业及项目名单。利用“二
维码评级”项目，实现了曲轴、连
杆本体金属表面二维码质量级别
的评定，填补了业内空白；他们还
组织实施了涵盖办公、财务、成
本、生产、采购、仓储物流、设备、
能源、流程等全业务的信息化系
统以及大数据分析系统。主持制
定天润智慧工厂发展规划，组织
实施公司数字化车间、智慧工厂
建设。先后组织申报并通过国家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制造业
与互联网融合试点示范项目、山

东省物联网应用示范基地、山东
省5G试点示范项目等。

“布局”遍龙城

5G是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
革命的重点领域，抢抓5G网络发
展机遇，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对
推动文登区工业企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G具有高速率、低延时、大
容量的三大特性，这使5G技术在
工业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为此，文登区工信局积极推动5G
建设工作，全面提升文登区企业
5G技术的示范应用水平。

为加快文登区5G网络布局、
示范应用和产业创新发展，文登
区工信局参与成立了5G网络建
设和应用推进工作专班，对5G网
络建设工作进行“周调度、月通
报”，定期召开5G建设工作推进
会，协调相关镇街及单位，着力解
决5G基站建设运营中遇到的电
价高和进场难等焦点问题，通报
本区5G网络建设进展情况，将疑
难站点分配至各归属单位，强调
处理时限，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
点工作。

为解决新建小区5G基站进
场难的问题，文登区工信局会同
区物业办共同组织召开了15家物
业单位(小区)的5G工作协调会。
会议上传达了市、区5G网络建设
和应用推进工作会议精神，强调
了5G网络建设的重要性。对小区
物业比较关心的辐射、噪音问题，
会上铁塔公司出具了项目建设环
评报告，为物业公司及业主消除
了疑虑。

截止目前，文登区完成5G基
站建设151个，完成率为78%，进
场难问题完成57个，完成率为
83%，转改直完成19个，完成率

49%。为运营商压降场租20万元，
完成直供电改造30个，节约电费
54万元。预计全年可为运营商压
降场租30万元，完成直供电改造
60个，节约电费100万元。

下一步，文登区工信局将大
力推动以下项目：

一是持续做好企业上云工
作，到2025年，文登区企业上云数
量争取达到500家；二是继续做好
两化融合贯标达标工作，到2025
年，文登区两化融合贯标达标企
业达到50家以上；三是加快推动
5G基站建设工作，确保完成上级

下达的建设目标。同时，加快5G
试点项目的推进工作，确保项目
如期完工；四是加快工业互联网
应用平台建设，采取“走出去，请
进来”的方式，学习外地先进的经
验和做法，依托我区天润工业、北
汽黑豹等龙头企业建设工业互联
网应用平台，到2025年，争取工业
互联网应用示范平台(项目)数量
达到5家以上。力争打造工业互联
网项目和5G+工业互联网项目，
推动文登区内工业制造业由单纯
的“生产制造”转向“互联网+供
应链协同”发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曲君伟 通讯员 周辉

创城，我们一直在行动

当前，创城工作已经全面铺
开，文登区工信局的干部职工，
敢担当，勇奉献，冲在一线、沉在
社区，积极为创城助力，为文明
呐喊。退休老干部不甘人后，纷
纷以志愿者的身份和姿态，积极
参与到创城工作中。

信用加持
双轮驱动助力文明建设

文登区工信局公益服务队
积极开展信用进企业、进机关活
动，引导企业家树立诚信立企、
诚信办企、诚信兴企等诚实守信
规则，弘扬企业家文化和工匠精
神，自觉把诚信理念融入到日常
生产经营中，进一步提升企业的
信用意识和信用管理水平，营造
良好的诚信环境，助力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

目前，威力工具、熙隆建材、
豪顿风机等企业都建立了企业
信用工作领导小组和议事机构、
设立专门的议事会议室、悬挂了
室内(外)刊板、建立了职工信用
承诺制、开展了信用激励和应用
等各项工作，营造了“信用进企
业”的良好氛围。通过微信群、
QQ群、广播、横幅标语等形式，
深入宣传创城的信用工作要求，
进一步提升企业员工的知晓率，
铸就企业诚实守信、重信守诺的
良好风尚。

威力工具要求每一名职工
在工作生活学习中做到“知信、
用信、守信”，引导广大职工自觉
参与诚信体系建设，为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添砖加瓦。
煕隆建材制定了信用评分

处理方法。“加分激励、扣分批
评”提升员工对信用体制的“认
识、认知、认可”，调动了员工的
积极性。为创建文明城市贡献一
份力量。

志愿活动
为创城再添亮色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会看到
志愿者的身影。

作为“双报到单位”，文登区
工信局积极联系相关社区，主动
要求志愿服务，利用双休日，节
假日的时间，在社区开展环境卫
生清理，文明城市宣传。每到一
处都会将工信局良好的对外形
象展示给广大的社区居民。

同时，文登区工信局还要求
各机关干部职工上街做交通疏
导员，文明倡导员，人民的服务
员，配合创城工作开展。志愿者
们在服务的时间段，向居民宣传
交通安全知识，号召广大居民遵
守道路交通法规，提高出行安全
意识，共同维护交通秩序。得到
了广大市民的赞许。

老骥伏枥
为了创城我请战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文登
区工信局退休老干部，老职工们

就是工信局最为自豪的财富。从
年初的抗疫到如今的创城，老干
部们丝毫没有“廉颇老矣尚能饭
否”的姿态，而是以“老骥伏枥志
在千里”的精神头冲在第一线。

创城工作开展以来，文登区
工信局领导经常会收到老干部，
老职工们的请战书，请战书都是
一个内容，请求批准到创城第一
线，再为局里和区里发挥余热。

他们有的穿上志愿者马甲，
进社区，走街头，干起活来风风
火火；有的套上交通员背心，站
在路边协调指挥交通；还有的直
接当起了义务宣传员，“三不一
礼让”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解。

排除隐患
为创城增添安全系数

位于香山路101号楼东侧的
废弃水塔是1986年为周边职工
宿舍楼居民提供生活用水所建，
高18米左右，因年久失修，老旧
不堪，墙皮大面积脱落，既破坏
城市美观又影响文明城市创建，
还严重威胁着周边居民、行人和
车辆的安全。文登区工信局在取
得上级领导批准和相关部门的
支持后，将水塔予以拆除，排除
了安全隐患，去掉了文明创城的
减分项，还为文明创城增添了安
全系数。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每个人
既是直接参与者，也是城市文明
的最终受益者，人人都应成为创
城的“窗口”，人人都应成为创城
的主力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聪

重点骨干企业高管集体“充电”

本报文登2月22日讯(记者
李聪 通讯员 徐妍) 7月

17日上午，2020年第1期威海市
中小(民营)企业名家讲堂开
讲。文登区工信局组织20余家
重点骨干企业高管人员和工信
局各科室业务骨干参加了文登
分会场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浙江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公共经
济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戴
文标围绕“2020年全国两会精
神与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进
行专题授课。

文登分会场内，来自重点
骨干企业的高管人员认真听
讲，用心记录。尤其是讲述到目

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国内
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冲击，
让与会人员感同身受，冲击之
下带来了困境也带来了机遇和
挑战，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关注。

培训结束后，企业管理人
员纷纷表示，这样的培训授课
对接下来企业如何生存发展，
如何转型升级大有裨益，通过
学习也了解了国家对于企业特
别是民营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正在逐步加大，下一步企业将
组织人员认真学习本次培训的
内容并融会贯通，以产品质量
求生存、以科技创新求发展、以
诚实守信赢客户，为企业做大
做强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

12名“学习达人”喜收大礼包

本报文登7月22日讯 (记
者 李聪 通讯员 邢新波)

自文登区工信局开展推广、
使用“学习强国”APP进企业活
动以来，广大企业积极响应，形
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威力工
具在“学习强国”的学习中表现
尤为突出，12名“学习达人”喜
收达人大礼包。

在此次活动中，威力工具
积极响应区工信局的号召，组
织广大干部职工积极踊跃下载

“学习强国”APP，主动参与平
台的阅读、答题和视频学习，涌
现出一批学习活跃度高、学习
成绩优异，政治站位坚的学员。
截至6月30日，威力工具“学习
强国”群共有企业职工1160人，
积极学习的有 9 9 7 人，占比
85 . 9%。其中12名职工表现特

别突出，学习积分名列前茅。
经文登区工信局党组研究

决定，对威力工具在“学习强
国”中活跃率最高，积分最高的
12名同志进行通报表扬。7月16
日下午，副局长吕昭君同志代
表局党组专程到威力工具为12
名同志授予了工信系统第二季
度“学习达人”荣誉称号并给予
物质奖励。

文登区工信局推广“学习
强国”进企业，希望企业在开展
过程中立足于领导带头抓普
及，分层推进抓管理，严格要求
抓落实，形式多样抓推进，形成
了“比、学、赶、超”的良好学习
氛围。让广大干部职工在“学习
强国”中不断“充电”“补脑”成
为常态，从而带动更多人加入
到“学习强国”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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