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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中携手前行 共促经济繁荣

现在是行业互联的大时代，我认为，

对于中国来讲，现在已经面对了一个新的

时机，我能够感受到大家新思想和新血液

的激荡。

如今，我们一次次说到文化的互联，

商业的互联。我觉得工业的互联也非常

重要。工业的互联是为了人的福祉所服

务的。从历史上看，二战以后，中加是非

常早的进行互联的两个国家。在上世纪

90年代，我们也支持中国加入WTO，我们

知道中国的未来是非常光明的，因为世界

需要中国，中国有非常庞大的人口，而世

界很多的出口、进口都是必须由中国来做

的。

我们知道，加拿大许多企业在中国投

资了化工、医药、汽车等行业，这样的投

资，包括房地产投资越来越多。而且许多

中国企业也走到加拿大，许多中国的学

生、学者也来到加拿大学习、访问。据报

道，2014年，中国对加拿大的出口已超过

了历史预期。这些就是中加之间互联关

系越来越大的原因。

中国在发展，加拿大需要更多的中

国投资，而中国的许多企业也需要加拿

大的支持。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中加之

间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关

系。虽然最近一次亚洲金融危机，包括

美国次贷危机确实使中国在整个国际市

场上的协作受到了挫折，但是我们看到

中国在整个世界金融和工业的舞台上又

大展宏图。

中加两个这么大的国家，应该怎样合

作，获得更大的发展呢？

首先，我们应当有更多的外商投资，

加拿大非常希望中国有更多的投资。加

拿大人少，工业不够火热，而中国有人，

有许多专家，所以我们非常希望中国的

这些有识之士能够来投资、工作、发展。

其次，合作源于脑力，加拿大有很多知名

大学，能够为中加发展提供非常大的脑

力注入。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现在是一个

非常好的时机。现在是全球化的市场，是

一个地球村的市场，我们需要互联，需要

“互联网+”，因为只有相互学习，才能知道

别人需要什么，才能知道我们能制造什

么。

从法律专家角度来讲，我认为中加关

系正在向好发展，我们希望更多的中国人

能够到加拿大来，更多的加拿大专家到中

国去，进一步促进两国的友谊，进一步促

进两国的工业发展。

众所周知，全球

经济之前是工业化

的发展，现在是工业

4.0的发展，什么叫

作 工 业 4.0 的 发

展？可以说，是在工

业里加入了更多人

文的元素，加入更多

智慧、创新的元素。

只有人才，才能

够实现创新，而只有

创新，才能够有更好

的、更多智慧的科学

与技术的发展。

为工业注入更多人文元素
以创新互联谋求更大发展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副总干事 Célestin Monga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世界

的经济中心之一。我一直非常好奇，上

海是怎样成长为今天这样一个璀璨光华

之地的。

我不得不说，上海今天的成就来之

不易。当然其中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

的。

首先，这里有许多很好的大学。大

学是人才培养的中心，可以想像有那么

多重要的大学，会诞生许多非常新颖的

想法，而这些想法就是国家的未来，就是

国家的希望和幸运。

曾经有一位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做

过研究，他认为，地球上有人类之后所有

的花费，有三类是有价值，或者说是成功

的。

第一种是对于工业的花费，比如说

培育企业，培育行业等。第二种是教

育。第三种是社区。为什么这三种花费

是最有效果的呢？根据这位教授所言，

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些花费都是跟人

有关的，都是为了去发展人的。不论教

育、社区，还是工业，都是为了人的福祉

而去发展的。

这也是上海之所以会成功的原因，

因为上海有那么多成功的企业、行业、

大学和社区，在这些领域里面，人自然

会受到启发、教育，从而实现发展和创

新。

对于我们来讲，工业的发展自然与

智慧、互联和创新有关。因为这确实是

现代社会和经济的重点。

大家知道，现在的社会和经济正在

进入一个新常态，所谓新常态就是增速

放缓，因此我们需要结构改革，这是一

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世界上的每个

人，每个国家都有影响。那么，如何才

能打破这个新的僵局，赢得新的常态

呢？我们就需要找到一个系统，一个机

能，能够使经济生发出一种新的趋势和

活力。

众所周知，全球经济之前是工业化

的发展，现在是工业 4.0 的发展，什么叫

作工业 4.0的发展？可以说，是在工业里

加入了更多人文的元素，加入更多智慧、

创新的元素。它不仅仅是普通地去铺开

大的盘子，而是一步一步深化、改革、发

展，使得每个工业的组织，每个工业的起

点都能够更好地做深做透。达到做深和

做透，当然与人才密不可分。因为只有

人才，才能够实现创新，而只有创新，才

能够有更好的、更多智慧的科学与技术

的发展。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也是联合国

唯一一个为工业发展所作出努力，为工

业发展所奔走的一个组织。因为我们知

道工业很重要，它能够带来就业，带来收

益，能够保证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发展可

持续。

最后，我希望大家一起为共赢而努

力，为中国的工业发展、行业合作而努

力。这并不仅仅是从每个个体出发，这

也是为了国家的福祉，为了人类的福祉

所作的努力。大家集合在一起，就是一

张巨型的、非常有力量的大网，可以实现

合作共赢。

□本版文字整理
本报记者 孙竹芗

11月3日，由
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主办的2015
年全球CEO发展
大会在浦东开幕。

今年，包括中
国在内的新兴经
济体经济国家增
速放缓，结构优
化、动力转换已经
成为这些国家的
普遍共识，以“互
联、智能”为代表
的新的生产方式
是产业升级的必
然方向，而科技创
新则是经济转型
的核心动力。

在此背景下，
大会组委会决定
将“创新、互联、智
能”作为 2015 年
年会主题。

IBM全球副总裁 王阳

布局“互联网+”与智能制造
中国将走在世界前列

“互联网+”和智能制造，是两个非常

热门的话题。

当我们谈到互联网，大家都会切身体

会到消费者互联网，不管是在美国，在欧

洲，在中国，消费者互联网方兴未艾、蓬勃

发展。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被互联

网所覆盖，每天、每时、每刻。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蓬勃发展

的背后，都有一个浪潮——行业互联网。

行业互联网是新兴的互联网，消费者互联

网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拐点，而行业互联

网是真正把互联网跟生产力相结合的力

量。

在行业互联网当中，你可以看到，它

可以整合整个产业的资源，也可以提供强

大的联合管理和服务，并且可以预测产业

即将发生的一些突变，也可以提供新型的

产业或者业务的方式、模式。因为我们经

常看到，一个行业跟另外一个行业在相互

交错的过程当中，可以激发出新的创新模

式，所谓“羊毛出在猪身上”。

当我们讲到产业互联网的时候，我们

就会想到，互联网+什么样的产业？互联

网可以加金融，可以加制造业，可以加医

疗，可以加电子、交通、电信、零售，甚至可

以加能源。在我们的预测当中，能源互联

网很可能带来能源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

用。

当我们讲到智能制造的时候，我们会

联想到德国工业 4.0，美国互联网工业，中

国工业制造 2025尤为重要。因为中国是

制造大国，中国的转型对全世界经济的推

动作用是无法估量的。中国在这个过程

当中到底需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其实，

我们的制造业是大而不强，创新能力不

强，质量相对比较低，资源或者能源的利

用效率也比较低，产业结构不合理，信息

化水平不高，国际化程度也不高，甚至全

国化的程度都不高，我们看到一个制造机

遇，往往就集中在某一个乡镇，某一个区

域，并没有全互联网型的制造。

针对中国制造的现状，在智能制造过

程当中，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是创新。创新要把中国制造变

成中国创造，或者中国“智造”。

第二是两化融合。两化融合提了很

多年，今天我们有了一个抓手，就是“互联

网+”。如果真正实现“互联网+”跟中国

智造进行融合，那就是在一个新的高度上

面实现了两化融合。在这个上面我们要

解决的问题，是实现全球化的分散化生

产。因为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

有整个产业链当中每一个环节的最佳生

产途径，而通过“互联网+”跟智造，可以实

现全球智造的大融合，把最佳生产能力组

合在一起，形成全球的最佳产品。

比如波音 787，已经实现了全球化的

产业链，美国很多的产业已经在全球进行

布局。在全球化、分散化的生产当中，中

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地位？应该起到什么

样的作用？我们要在智能制造、中国制造

2025当中做好这个工作，搭好平台跟全球

进行互通。

另外一点是众包模式。从产品设计，

到生产、销售之后的服务，整个产业链的一

种互动。产品不管在哪个国家进行设计，

可以在另外一个国家进行生产，在不同市

场进行消费。这种能力是在中国制造转型

当中必须具备的，我们应该面向全球的消

费市场，打造自己“互联网+”的中国制造

2025，而不应该只局限于中国本土。

当我们讲到工业制造2025、智能制造

时，可以看到它有三步曲。

第一步：M2M，就是把物联网铺设出

来，让每个机器互相采集数据。第二步：

B2B，这个是分工众包，在企业上下链之间

进行互联，进行结合或者协作。第三步：

C2M，这是消费者2M，就是把需求跟生产

连接到一起。通过这三步曲，M2M、B2B、

C2M，就实现了互联网+智能制造。

我想强调，在这样一个云计算的平台

上面，还有一种脑力劳动得到了释放。它

会使得我们今天所提出的“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有一个平台的基础。因为互联

网+每一个行业，也就是对每个行业的应

用打造它的 Market Place，将来在互联

网+行业或者企业的情况下，企业的应用

都是在云上 Market Place 里面，就像

App Store 一样。这样的情况它有公有

云、私有云、混合云，使企业内部和企业外

部真正实现B2B的融合。

而 C2M 的情况下，里面非常重要的

一个科技发展是人工智能，是认知计算。

当我们认知的时候，通过机器的学习，可

以把消费者包括每个工厂里所采集的数

据，还有B2B之间的融合数据进行分析，

进行认知，通过机器进行优化。这个认知

过程分 4 步：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

现在还没有发生，将会发生什么？为什么

要进行认知？有了这样一种基础打造，就

可以做到互联网+智能制造，而在整个大

数据的环境下做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我认为，在整个互联网+行业或者智

能制造过程当中，要实现它必须有一个开

放的创新平台，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我们需要全球视野，顶层设计，要做到互

联互通，统一标准。第二步需要基础架

构，硬件与软件整合，能够可扩张，能够相

互融合，这其中有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等。第三步是

人才培养，我们的发展是不是真正能够在

全球大融合中得到制高点，人才培养相当

重要。

在“互联网+”与智能制造上，我相信

中国会走在世界的前列，因为中国从互联

网的铺垫和制造大国的铺垫方面，都已经

取得了全球的领先地位，在这个新浪潮和

新融合当中，又有充分的认识，只要有开

放和创新的心态，我相信中国会走在世界

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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