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鞍山 产业集群 加“数”崛起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11 月 18 日，走进马钢交材的车轮生产
车间， 记者看到本该嘈杂的生产线却非常
安静， 一个个车轮产品从加热、 轧制到冷
却，生产全流程只见机械臂上下飞舞，鲜见
人工干预。 “去年我们进行了智能化改造，
各个生产工序基本都由机器人完成， 各种
生产数据传输到后台智慧控制中心， 现场
操作人员减少，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工
人的人身安全隐患。 ”马钢交材技术中心工
程师邓荣杰告诉记者。

近年来，马钢从“经验生产”加速迈向
“智慧生产”，而马钢智能化、数字化改造的
经验，马鞍山市正在向全市推广。

马鞍山市强化“数”“智”赋能资源型城
市转型。 该市加快数据中心建设，建成政务
云平台，提升网络承载能力，统筹推进“城
市大脑”建设。 同时，推动钢铁等制造业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全市钢铁、食
品、造纸等主导产业通过实施“5G+工业互
联网”场景运用、数字化改造等累计投入 70
多亿元。 2020 年，马钢投资 17.08 亿元，对
冷轧 、炼铁 、炼钢 、热轧 、交材等企业实施
“三化”改造，有效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目
前，马鞍山全市共拥有省级智能工厂、数字
化车间 42 个，市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
数字化生产线 104 个。 去年， 全省推进 5G
示范应用现场会在马鞍山市召开。

马钢交材智慧控制中心、 马钢智园等
的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所依托的是飞马智

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安徽翔云数据
中心”提供的数据服务。据了解，飞马智科的
前身是安徽马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多年来该公司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云计算、钢
铁行业自动化和信息化解决方案、行业大数
据、机器人集成应用、咨询服务、智慧城市建
设等专业服务，在传统产业智能化、数字化
改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园区新建数据中心有 3000柜的规模，已
经进入设备调试阶段，预计明年初可以使用。”
飞马智科董事长梁越永介绍， 随着业务量增
加，公司紧跟数字经济大势，在雨山经开区建
设了占地 150亩的智能装备及大数据产业园，
其中的数据中心将为马鞍市制造业改造升级
以及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数据存储、云计算等
服务。 去年该公司年产值达到 7亿元，产业园
投用后，预计公司年产值将突破 10亿元。

飞马智科是马鞍山市发展数字经济的
代表。 近年来，该市出台《关于加快打造“1+
3+N”产业集群升级版的实施意见》，大力发
展 5G 通信通讯 、半导体 、智能家电 、新材
料、绿色食品、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加
快打造数字经济产业集群。目前已初步形成
以飞马智科、百助网络等为代表的软件信息
产业集群，以东科半导体、龙芯微等为代表
的半导体产业集群，以中电泰日升、中兴 5G
等为代表的 5G 通信通讯产业集群等，为全
市转型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据介绍，该市下一步将大力推动数字经
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争创数字经济创新
发展试验区。

铜陵 智能制造 熔旧铸新
■ 本报记者 刘洋

车间里，机械手臂飞速运转；厂房内 ，
大屏上的生产数据实时跳动。 曾经“铜花四
溅”的场景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机器换人、
数字车间、智能化工厂。 近日，记者走访铜
陵涉铜企业，感受到的是曾经“笨重”的铜
产业正在发生着“智变”。

在铜陵有色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厂区
的电解中控室， 智能化操作系统在线监测
监控铜冶炼的所有指标。 企业负责人告诉
记者，相较传统工艺，这里不仅生产效率提
高了近 20 倍，还可以借助智能化实现产品
质量的可追溯。

总投资近 33 亿元的“奥炉”项目，是铜
陵有色实施铜冶炼技术升级改造的重点工
程之一。项目投产后，与先期建成投产的“双
闪” 厂区通过融合世界先进的闪速熔炼、闪
速吹炼、顶吹熔炼、智能数控吹炼等各类成
熟冶炼工艺技术于一体，让这个公司一跃成
为全球最大的单体矿铜冶炼厂。 2020 年，该
公司实现年销售收入超过 326 亿元。

在铜陵，智能化、数字化在赋能铜产业
“老路走新”。

“数据‘上云’后，可以实现对生产数据
全过程存储收集， 后期通过数据积累还可
以对比分析各项参数变动情况， 进一步提
高生产管理精准化水平。 ”在铜陵有色金神
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机器在电力
的驱动下运转轰鸣， 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
者，公司积极响应铜陵市“企业上云”号召，
在生产线关键位置加装传感器， 已经实现
了对电量的实时监测分析。

2019 年，铜陵市导入“阿里系”产业生
态资源，由阿里巴巴战略投资子公司浩鲸云
计算科技公司与铜陵市发投集团、 铜陵有
色、铜化集团共同投资组建安徽长江工业大
数据公司，并同步遴选试点企业、出台补贴
办法，依托长江工业大数据公司打造“长江
云工业互联网平台”综合性双跨平台，为企
业统一提供“上云”服务。

“企业‘上云’可以通过网络便捷地按需
获取和使用云服务商提供的资源或服务，能
够很好地满足广大中小微企业数字化、智能
化需求，促进中小微企业数字化升级。”铜陵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局长胡振南介绍，到目前
铜陵已完成两批、共 134 家企业上云，涉及
铜、化工、水泥等多个产业。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是全
球领先的特种电磁线生产企业， 该公司基于
“智能制造+大数据” 的智慧供应链协同管理
平台项目刚刚获评工信部 2021 年大数据产
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 该平台融合了现代供
应链管理的理论、方法和物联网技术，将供应
商、制造商、客户链接成为一个整体的功能网
络系统， 解决企业内部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之间的生产协同问题， 不但有效提高了管
理效率，降低了采购、库存周转等成本，还全
面提升了企业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的能力。

铜陵还打造了全省首个工业互联网标
识解析二级节点，积极推动标识解析在铜产
业等行业试点应用。 “铜产业是铜陵的主导
产业、首位产业，我们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
着力打造一批试点示范、选树一批典型应用
案例，以数字化赋能铜产业，助力铜产业做
优做强，实现高质量发展。 ”胡振南表示。

淮北 无人开采 煤炭出井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郑洪光

继 5 月成功联合试运转、9 月顺利竣工投产之
后，今年 10 月，淮北矿业集团信湖矿再传捷报，该矿
综采设备做到地面远程一键开停机，实现了“专人巡
视，无人开采”。

日前， 记者来到淮北矿业集团信湖矿调度指挥
中心， 只见自动化操作员张春红正目不转睛地对着

大屏幕。 “这里是全矿的神经中枢，每套设备的启停
指令都由这发出。”该矿调度指挥中心信息主管刘绍
军指着一名操作员说，“别看她坐着动动手指， 却能
对井下降温、地面制冷机，供电、压风、水泵自动化控
制等 8 个系统的操控。 ”

“井下巡视员，设备是否正常，地面集控中心准
备开车。 ”“井下设备正常。 ”调度指挥中心操控员张
宝收到井下信息后，打开闭锁，按下一键启动按钮，
井下工作面设备依次启动运行。而这一切，控制台电

子显示大屏清晰可见。
“过去综采一个班 2 名煤机司机 、6 名移架工

8 人的活， 现在 1 名地面远程控制操作员、2 名安
全巡视员 3 人即可完成。 ”该矿采煤事业部部长韩
启道说。

在信湖矿主井内， 偌大的提升机房内只有设备
在运转，却不见一人。 “我们完成了主井自动装卸载
系统安装，实现主井自动装卸载，提煤无人化。”矿机
电管理部党支部书记张伟说。

在智能化矿灯房，记者了解到，智能矿灯不仅能
“说话”，还会拍照、录像。“井下发现隐患，管路跑水、
漏风等， 可通过智能矿灯及时与地面调度指挥中心
联系，又可呼唤群内工友，对隐患快速处理。”该矿机
电管理部综合队队长陈杰介绍。

“我们以安全 、高效 、少人 、无人的目标 ，以物
联网、数字化、云计算等技术为支撑，实现掘进、综
采、运输等环节远程智能控制和无人值守，提高矿
井安全生产和智能化水平。 ”该矿矿长孙全福说。

信湖矿是安徽省进入“十四五”以来建成投产的
首批重点矿井，也是淮北矿业集团 2021 年致力打造
的两对智能化矿井之一。 该矿按照“总体规划、分步
实施、因地制宜、效益优先”的总原则，开始了对新技
术、新工艺、新装备应用的艰难探索。 电液控智能化
系统、智能支护系统、智能视频监控系统、车皮智能
清扫机器人、 可视化智能矿灯等一个个智能化装备
及技术，如雨后春笋般成功在信湖矿落地。

据统计，自 5 月份以来，该矿依靠智能化已安全
生产绿色优质原煤累计产量 100 余万吨。

近年来， 淮北矿业集团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大
数据中心挂牌成立，四大平台上线运行，信湖煤矿
“物联网平台与单兵装备应用” 被国家能源局列入
第一批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项目。该集
团累计建成 30 个智能化采煤工作面 、5 个智能化
掘进工作面，电液控实现全覆盖；采、掘机械化程度
分别比“十二五”末提高 3.4 个 、37.3 个百分点 ，人
均生产效率比 2015 年提高 48%。 淮北市实施智能
制造工程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 并正在编制
《淮北市支持工业互联网发展若干政策和淮北市工
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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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扫描·

■ 本报记者 柏松

11 月 18 日， 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的井下综采
工作面， 工作人员通过安徽省首个 5G 煤矿井下专
网与地面人员进行高清语音通话、视频通话，有效解
决井下 1000 多米生产现场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淮南市抢占数字经济“风口”，强布局、
兴产业、拓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稳步发展，促
进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加快了新兴产业的培
育发展。

数字产业

380多家规上企业迈上“云端”
走进安徽（淮南）现代煤化工产业园区，在龙头

企业中安联合的中央控制室里，巨大的电子屏幕上
显示着工艺生产状况、实时生产监控画面、各类物耗
能耗。 “数字化生产管控系统连接覆盖了 8 万多台
仪表、300 多套控制系统， 实现了数据的归集和共
享。 ”现场生产管理人员舒文生告诉记者。

在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
份有限公司正在联手淮南联通公司打造“能耗云”。
“‘能耗云’平台解决了生产运营过程中的能源管理
分散、巡检频繁、人工统计、故障排查等问题，提升了
企业能源管理水平。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部经理丁增华说。

淮南市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绿色转型的
“百亿”产业之一列入“十四五”发展规划，深入推进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不断
取得突破。

在大通区工业新区唐兴机械有限公司的 ECC
控制室大屏上，研发项目进展、现场生产状况等信息
一目了然。 企业副总经理唐飞告诉记者：“作为安徽
省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企业，我们搭建了
‘顶管机设备物联平台’，故障排除率提高了 80%。 ”

目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国网淮南供电实现
“机器代人”巡检，在全省率先完成智慧输电线路的
安装运行；万泰电子研发的无人值守变电站智能控
制系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航运大数据公共服务中
心项目正在建设“长江—淮河”公水联运信息物流网
通道。 通过“淮企登云”活动，淮南市 380 多家规上
企业迈上“云端”，培育建设省级智能工厂 4 家、数字
化车间 18 个。

数字政务

“最多跑一次”比例达 100%
今年，全省第一家通过市政务网到省政务网，再

通过省政务网到省电力公司的专线电力过户业务在
淮南顺利完成，实现了水电气线上联动过户，让群
众、企业省事又省时。

“围绕创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政务服务能力，
实施政务服务标准化，实现线上线下‘一个样’。 ”淮
南市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人韩坤表示，淮南市政务服
务事项办理“最多跑一次”比例达 100%。

“办理《交通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年审，就
近即可在便民大厅代办，快递都免费，这要是在以

前， 光为了盖章就需要回寿县跑 2 天， 起码花费
2000 元，我为‘跨省通办’点赞。 ”日前，从寿县来到
苏州市从事物流行业的王浩拿着资格证， 在视频连
线里笑着说。

近年来， 淮南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紧紧围绕
“一网一门一次”改革等重点任务落实，推动线上线
下政务服务深度融合，提升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数字
获得感”。

登录线上政务服务地图， 淮南市在网上搭建了
市县乡村四级 1196 个政务服务 （为民服务中心）大
厅，9 个 7×24 小时不打烊大厅全覆盖。 家住谢家集
区谢二中村的居民刘敏在更换社保卡时感慨：“有了
‘皖事通’的‘掌上办’，以后办事更方便了！ ”

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淮南市实现“一网通
办” 全覆盖，99.5%的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
事项办理“零跑腿”率达 98.02%；在全省率先推行退
休“一件事”，办理时间从 2 个工作日减少到 20 分钟
内办结。

数据基地

入驻大数据相关企业 460余家
走进总投资 10 亿元的淮南云谷大数据产业园

项目建设现场， 一座座塔吊高耸， 工程车辆往复穿
梭，项目的部分主体建筑已经封顶，年底前将全面完
工，建成后将成为立足淮南、辐射华东的现代化大数
据产业中心。

2016 年 8 月， 淮南高新区大数据产业集聚发展
基地获批 “安徽省第二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

基地”，是全省唯一的省级大数据产业集聚发展基地，
2018 年获批建设安徽省大数据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100 多个开放数据集，10 亿多条数据，4860 个
数据文件，60 多个数据 API，30 多个应用……安徽
中意征信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中意数据开放平台，
为各类企业提供决策、营销等数据分析。该大数据企
业与合肥中科自控研究院团队合作开发 5G+AI 无
人观光车， 在毛集实验区投用后为游客带来了科技
感、体验感十足的拟人式交互场景。

在淮南高新区， 安徽裕全辉略公司自主开发的
纵横大数据 AI 算法系统， 紧紧围绕产业链招商理
念，根据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全国布局，层层挖掘出具
有产能转移需求的优质企业， 并通过锁定淮南籍企
业高管的招商模式补足招商工作 “最后一公里”，在
全省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大数据招商的创新案例。

从“挖煤”到“挖数据”，淮南从“一煤独大”走向
“多业支撑”。目前，淮南大数据基地已建成投用华东
地区最大的中国移动长三角（淮南）数据中心、中电
科八所淮南光电产业园、中科院大气所超算中心、煤
矿安全大数据中心、 贝可智能显示终端等大数据产
业支撑项目近 40 个，累计入驻大数据相关企业 460
余家，带动就业 1 万余人。

2021 年 7 月，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据要素论
坛上，安徽（淮南）大数据交易中心携手 13 个省市数
据交易机构共同成立全国数据交易联盟。 预计今年
年底，安徽（淮南）大数据交易中心将全面启用。

今年1月至9月，淮南大数据基地实现产值（营业
收入）68.5亿元，税收2.2亿元，较2020年同期分别增长
27.5%，20%和15%， 预计全年产值将突破100亿元。

淮南市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深入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推动
数字政务、数字服务应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大数据基地年产值将突
破 100亿元———

“数”中掘金 煤城转型

11 月 18 日，淮南市潘集电厂建设项目部智慧工地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系统提升电厂
施工安全监督管理水平。 特约摄影 陈彬 本报记者 柏松 摄

11 月 17 日，在铜陵经开区华创新材料公司自动化铜箔分切车间里，工作人员
正在利用微电脑高精密设备操作铜箔分切。 本报通讯员 潘伟 本报记者 刘洋 摄

11月 22日，工人正在检查智能化的马钢交材车轮生产线。
本报通讯员 杨旭东 本报记者 贾克帅 摄

近日拍摄的淮北矿业集团信湖矿现代化的副井提升系统。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郑洪光 摄 本版策划：记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