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9.20��星期三 编辑 贺齐 图编 言琼 美编 刘迎 校对 张郁文A08 ［ ］专题

聚焦

作为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活动周湖南省分会场的重要组成
部分，2017产业互联网创新大会
希望打造一个开放与互连的产业
互联网创新服务生态。

“通过聚合政府、企业、研究
机构的各方共识和创造力， 将互
联网时代的新技术、新工具、新思
维、新模式，以及云计算和大数据
催生的‘数据化’、‘智能化’不断
深入地融入到传统产业。 将利用
‘互联网+平台’、‘互联网+人
才’、‘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创
新’，驱动制造产业‘智能化’升级
创新，构建产业创新创业生态圈，
帮助传统产业与互联网融合，在
变革中抢占先机。”湖南湘江新区
党工委委员、 管委会副主任罗社
辉说道。

在此背景下， 湖南产业互联
网创新生态联盟应运而生， 并于
19日正式成立。记者了解到，该平

台由百度（长沙）创新中心、腾讯
众创空间（长沙）、阿里巴巴创新
中心（长沙基地）、柳枝行动众创
空间、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长
沙工业云平台）5大孵化平台，湖
南竞网、湖南联通、用友、易观、理
才网5家省内龙头服务商发起成
立，“湖南处于互联网发展并不充
分的区域， 要真正拉升湖南产业
互联网创新发展格局， 单靠哪一
家互联网及企业的力量是完全不
够的，因此，我们希望能汇聚互联
网创新创业平台、 产业互联网服
务资源和互联网创新人才， 构建
湖南的产业互联网创新服务生
态，让政府、企业、行业、专家各方
形成强有力的优势互补， 基于客
户价值， 为客户提供一系列的解
决方案， 从而加快推进湖南的互
联网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深度融
合。”竞网集团总经理黄韬如是指
出。

湖南产业互联网创新生态联盟成立、百创（长沙）创新中心正式揭牌

传统产业变革，看“互联网+”如何赋能

在经济增速放缓， 行业转
型、 产业洗牌的当下，“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风生水起。19日，
在2017产业互联网创新大会
上，百度（长沙）创新中心正式
揭牌， 这意味着湖南互联网创
新创业孵化平台新添一支劲
旅。

百度(长沙)创新中心由百
度、湖南竞网、长沙高新区联手
打造， 将依托高新区的产业积
聚优势和扶持政策， 百度的产
品资源、技术能力和品牌优势，
及竞网十四年的企业互联网服
务经验， 打造湖南区域产业创
新创业生态圈。

竞网集团副总经理、 百度
（长沙）创新中心总经理陈花表
示，“我们告别了传统意义上为
创业者提供低成本办公场所的
概念，而是以市场为主导，为创
业者提供资源共享、融资对接、
行业分析、财务、法律顾问以及
营销等一系列的创业扶持，从
而降低创业风险和成本， 成为
提高初创企业成活率的资源平
台。”

“通过技术和服务的创新
赋予中小微企业更强的‘能
力’，赋予传统行业更大的‘活
力’，是百度创新中心开展业务
的核心策略。” 黄韬特别提到，
从“互联网+”的发展进程看，
目前产业互联网，尤其是工业、
农业等领域的“互联网+”其实
还比较薄弱， 这也意味着升
级的潜力巨大， 因此， 百度
（长沙）创新中心还将针对湖
南优势产业， 研发工业制造
“互联网+”落地解决方案，让
互联网真正帮助传统企业实
现营销与运营能力的持续提
升， 推动传统行业“+互联
网”。另一方面 ，还将致力于
湖南农产品上行工作模式的
开拓， 致力于解决农产品因
信息不对称而产生滞销、交易
成本高、效率低、受区域限制等
难题。

据了解， 目前已经有酷陆
智慧———环境云、 朗圣实验室
等10余家传统企业转型及互联
网创新创业项目入驻百度（长
沙）创新中心。

“从大的时代背景看新工业革命，智能制造或将
成为主战场”，“互联网+”如何为先进生产力赋能，已
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

9月19日，以“创新驱动产业，融合创造价值”为
主题的2017产业互联网创新大会在湖南长沙召开，
大会由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 长沙高新区管委会主
办，百度（长沙）创新中心等承办。会上，产业互联网
领域的专家学者、 平台企业以及政府官员紧扣行业
热点展开激烈讨论， 从产业升级新引擎、 智能云赋
能、产业互联网融合生态系统、政府视角等方面，深
度剖析产业互联如何解决实体企业的发展问题。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卓群， 湖南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陈松岭， 湖南湘江新区
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罗社辉，湖南省就业服务
局党委书记、局长周光明等省市区领导出席大会。

■记者 杨田风

【探讨】 寻求传统产业突破之路

新常态下， 传统产业的企业
家们如何赢在下一个十年？

2017产业互联网创新大会邀
请了来自工信部、百度、京东等10
余位行业大咖齐聚长沙，为企业、
政府出谋划策，指引方向。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新旧动能转换需求迫切。”工信部
两化融合产业专家周剑在演讲中
单刀直入，他强调，两化融合是制
造强国建设的主线， 智能制造是
主攻方向， 而现阶段的重点是利
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动能，
培育新动能； 制造业与互联网融
合是当前阶段推进两化融合的主
要任务。

百度云首席数据科学家沈志
勇以互联网产业为例， 讲述了互
联网产业的“马斯洛”需求层次，
他表示，“产业的需求已从基本的
信息化向数据驱动与智能化演
进。但目前，大多数传统产业，还
处在刚刚完成的信息化， 想用数
据驱动的方式去优化业务， 解决
问题的阶段， 智能化只能发生在
一些点上，甚至有些行业，信息化
都还在路上。”

磁云科技创始人、 京东终生

荣誉技术顾问李大学则指出传统
产业升级要解决三个问题， 首先
是发展模式升级， 要求企业打破
路径依赖，回归用户思维；其次是
信息系统升级， 打造以信息技术
为支撑的“精准化企业”，“既要做
到精细化， 又要能把握准客户需
求”； 第三是大数据战略升级，打
破企业数据孤岛， 实现成本效率
优化。

“机器换人、技术驱动、数据
驱动将成为企业的标配。”李大学
认为，未来，产业互联有三大机会，
即并购整合产业互联网、 深度工业
化和技术驱动、 基于产业大数据的
金融创新，“用‘资本+互联网’的产
业升级打造出一个个产业互联网的
共享平台，并促进产业的并购整合；
企业将通过信息技术、 大数据等加
码，实现技术化驱动，提升信息化水
平，降低产业成本；基于互联网共享
平台的产业大数据， 企业能创新实
现优化改造，构建起完善的‘产业
金融’支撑体系，以解决企业发展
过程中的账期长、融资贵、融资难
等问题，强化资本助力，加速推动
产业发展进程。”

【破局】 产业互联网创新生态联盟成立

百度创新中心揭牌
创业孵化平台添劲旅

申请入驻条件

9月19日，2017产业互联网创新大会上，百度（长沙）创新中心正
式揭牌。 记者 杨田风 摄

“

面向互联网创业、传
统产业互联网创新、 互联
网服务创新三大领域，要
求项目创始团队完整，商
业模式清晰， 有明确的创
业创新方向和构思， 结合
湖南优势产业、 特色产业
进行互联网创新的项目优
先入驻。

一、种子期团队要求

1. 未成立公司或成立
时间不超过2年

2. 上年营业收入不超
过200万元

3. 使用百度工位不超
过10席

4.创始人是知识产权所
有人或掌握项目核心资源

5. 注册地必须迁入百
度（长沙）创新中心

二、加速期团队要求

1.企业成立时间不到3
年

2. 建立起基本的企业
管理制度，组织架构清晰，
部门职责明确

3. 上年营业收入不超
过1000万元

4. 使用百度独立空间
不超过200㎡

5. 企业的负责人是知
识产权所有人或掌握项目
核心资源

6. 注册地必须迁入百
度（长沙）创新中心

三、服务商入驻条件

1.自身有清晰的服务定
位

2.拥有服务专家团队，
专业高效的服务能力

3. 在垂直行业具备一
定优势和竞争力

4. 需要通过服务商入
驻路演和评审

9月19日，2017产业互联网创新大会在湖南长沙召开，会上，湖南产业互联网创新生态联盟正式成立。
记者 杨田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