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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纺织服装工业互联网平台亮相2019世界物联网博览会
入驻工厂生产发货时间缩短40%，效率提升20%

■ 本报记者 赵健

2019 年 9 月 8日，以人工智能、机械自动

化、专业化定位的潍柴集团矿用车智能化创

新发展大会暨新车品鉴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

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矿业联合会、中国矿山机

械协会矿山机械分会等行业协会，相关科研

机构，矿山机械生产企业的领导和专家，潍柴

集团扬州盛达特种车有限公司的国内外矿用

车用户，改装合作单位，经销商、供应商代表

以及国内主流财经和行业媒体记者共 400 余

人出席本次大会。

大会围绕“自主创新，绿色发展，合作共

赢”的主题，就新形势下智慧矿山和矿用装备

的发展，未来智能化变革进行了研讨。权威专

家分别作了《智慧矿山产业绿色、安全、高效、

可持续发展的蓝图》、《平行认知自动驾驶及

其矿山无人化应用》、《潍柴集团黄金动力总

成研发与创新》等专题报告。

专家分析认为，随着智慧矿山建设的深

入推进，受到矿山资源与生态环境限制，煤炭

行业正在构建绿色、安全、高效、可持续发展

的新格局，给在煤炭开采产业链条上的矿用

车行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新挑战，对矿用车

的智能化创新要求则会越来越高。

从短期来看，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和矿

业大幅亏损的影响，矿用车新增需求量会下

降。但从长期来看，矿业始终是工业的基础支

撑，重要性无可替代，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绝大多数经济欠发达国家都需要发展矿业

推动工业化进程，潜在市场空间依然广阔。随

着矿业走出低谷，矿用车新增需求量也将随

之增加。近几年，世界矿用车巨头纷纷将目标

转入到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市场，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的分界被完全打破，国内市场国际

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各专业协会的领导和专家认为，“一带一

路”战略是难得一遇的历史机遇，矿用车相关

企业要更好地实现“走出去”战略。新形势下

智慧矿山和矿用装备的发展和未来技术的路

线图。自 2017 年以来，我国矿用车行业成果

斐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国

对非洲、南美和澳洲等区域矿业投资的逐步

加大，一批重大矿业开发项目和国际产能合

作项目落地，为与矿业紧密关联的矿用车产

业勾画了更加光明的前景。创新转型、合作实

现共赢、智能化浪潮推动矿车产业新发展。

与会专家和企业家讨论认为，近年来，随

着我国周边邻国和非洲各国的经济迅速发

展，矿用卡车的需求量持续快速增长，同时国

家对于矿用卡车的标准、法规也逐步完善，标

准体系轮廓逐渐清晰，结构和内容也逐渐与

国际接轨，体现出对安全、环保、人机工程等

方面的严格要求，工程机械制造商纷纷进入

矿用卡车的研制和开发，使得矿用卡车的发

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纵观整个行业，近年来国内外主流品牌

矿用车的智能化升级发展迅速，其技术先进

性主要体现在自动化控制，数据预测，主动安

全预防三个方面。因此，产品智能化是下一阶

段矿用车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众多的例子

证明我国矿用车企业要长期保持其市场优势

必须坚守科技实力是第一竞争力的铁律。

潍柴扬州盛达特种车有限公司（简称“潍柴

特车”），展示了以人工智能，机械自动化、专业

化为定位的产品技术创新的成果，代表了国内

矿用装备技术、机械制造技术的最高水准。其

中，潍柴特车今年新开发设计的无人驾驶矿卡、

矿用雾炮车、倒车自动刹车系统矿卡进行现场

演示。这一系列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形象的展

示，让参会领导、专家和宾亲身感受了潍柴特车

的技术优势和产品创新能力。 咱下转 P2暂

中国外贸
为何“韧性”十足

“逆势”而上
■ 尹贵龙

外贸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态势的重要维

度。海关总署 9 月 8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前 8 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3.6%，延续外贸平稳发展

态势。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这份

“中国外贸成绩单”无疑成为世界经济艰难复

苏进程中的一抹亮色。

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全球化

大潮中，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韧性”十足、逆势

向上？

首先袁贸易伙伴越来越多遥 今年以来，面

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着力做好包

括稳外贸、稳外资在内的“六稳”工作，推动外

贸稳中提质。同时，积极塑造多元化的外贸格

局，不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在维系原有

贸易伙伴关系的同时，不断拓展新的外贸“朋

友圈”。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动的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让这种“扩容”跑出了“加速

度”。目前，中国已与 232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了外贸联系。“朋友”多了，外贸的“路子”也就

宽了、好走了。越敞越大的大门，让更多国家

和企业看见中国巨大市场的魅力和前景。前

8 个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

出口 5.83 万亿元，增长 9.9%，高出全国整体

增速 6.3 个百分点，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29%，

比重提升 1.7 个百分点。

其次袁 产品质量越来越优遥 只求规模易

“虚胖”，提升质量才健康。在新发展理念指引

下，中国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尽

管面临各种困难挑战，我们仍做到货物贸易

和服务贸易两手抓、两手硬，成效有目共睹。

前 8 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12.03 万亿

元，增长 5.4%，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59.8%，比

去年同期提升 1 个百分点。一般贸易比重上

升，反映的是中国外贸结构进一步优化。而这

种优化，源自贸易质量的提升和发展动能的

转换。今年以来，一般贸易竞争力持续增强、

高技术产品出口显著增加、民企成为进出口

“主力军”、贸易伙伴不断拓展等，这些实实在

在的成绩说明，产品技术含量提升、更加贴近

客户需求，是中国企业不断赢得国际市场、提

升国际份额的关键。

同时袁营商环境越来越好遥出台外商投资

法，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自贸试验区“大

家族”再添 6 个新成员……在贸易保护主义

“逆风”下，中国始终以开放姿态面向世界，不

断推出一系列扩大开放新举措。今年以来，我

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全力营造法治化、

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不断提高贸易便利

化水平，外贸稳规模、提质量、转动力取得阶

段性成效。今年前 7 个月，我国新设外商投资

企业超 2.4 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 530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3%。中国已连续两

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连续 27 年成

为外资流入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日前，在北

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9 专题研讨

会上，多名全球跨国公司负责人表示，中国市

场依然是全球资本投资的目的地之一，他们

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不会动摇。

乱云飞渡仍从容。中国外贸的韧性不仅

现在强，未来必将更强！中国仍然处于重要战

略机遇期，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和大趋势

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只要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着力办好自己的事，下更大力气做

好“六稳”工作，一个更加开放、拥抱世界的中

国必将彰显更大底气、焕发更大潜力。

休刊启事
本报将于 9月13日、14日、15 日休

刊。16日恢复出报。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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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脉趋势 智能引领市场
潍柴集团举办矿用车智能化创新发展大会暨新车品鉴会

■ 本报记者 李代广

9 月 10 日，在愚公故里河南济源，豫光

集团组织召开了固废绿色发展技术研讨会，

共同探索有色行业绿色发展的更多途径。中

国有色金属协会科技部处长邵朱强、河南省

生态环境厅处长程新政、河南省危废处置绿

色发展协会院长高贺文、豫光集团总经理助

理孔祥征、中国恩菲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

师李东波等参加会议并作专题报告。来自社

会各界相关单位、企业近百人参加了这一次

研讨会。豫光集团总经理任文艺等参加会议。

此次研讨会的召开，是为了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

环境和绿色发展的环保理念。当前，我国正在

实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生态治理攻坚战，

河南省作为我国 14 个有色工业发展大省之

一，济源市要打造千亿级有色产业园区，固废

处置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当

前的迫切需要。

豫光集团总经理任文艺发表致辞，讲述了

豫光在推动绿色发展方面做出的努力。近年

来，豫光集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累计

投入近百亿元，先后规划建设了再生铅资源循

环利用及高效清洁生产技改项目等一批环保

提升项目。其中，为积极响应国家建设“无废城

市”的号召，豫光集团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危废

资源化利用和减量化工作，规划建设了拟投资

12.83亿元的 7项危废处置利用项目。

研讨会上同时举行了济源市萃聚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揭牌仪式。这是豫光集团进一步

探索绿色发展之路所做的具体应对。豫光集

团以萃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载体，主动承

担起济源市危废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工

作，积极参与有色金属冶炼废渣及其他危废

资源化利用项目和集中安全处置项目建设，

对冶炼渣中的有价金属、废旧蓄电池等再生

物料进行综合回收。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提高

全市和省内部分地区危险废物综合利用水

平，实现全市危险废物处置减量化、资源化和

无害化的目标，为全国有色冶炼危废资源综

合利用树立样板。

携手共探行业绿色发展之路
豫光集团召开固废绿色发展技术研讨会

荫豫光集团总经理任文艺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