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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 助力旱区农业发展

如何通过科技创新助推乡村振兴战略？杨凌在这方
面做了积极探索。杨凌示范区大力推动区校融合发展，
加快发展现代种业，打造“种业硅谷”，为促进干旱半
干旱地区现代农业发展贡献更多“杨凌芯片”。从小麦
新品种“西农 979”到玉米新品种“陕单 609”，再到自
主选育的“瑞阳”“瑞雪”苹果等品种，杨凌在农业科
技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让农作物既优质又高产的梦想
照进现实。

围绕打通农业科技转化推广的“最后一公里”，杨凌
示范区累计为全国各省区市培训农民 40 万人次，在全国
18个省区市建成示范推广基地312个，年均推广效益超过
200亿元，把先进农业技术直接输送到田间地头，农业科
技示范推广的“杨凌经验”，让数以亿计的农民享受到了

“科技实惠”。

金融改革创新 浇灌发展试验田

漫步杨凌现代农业精准扶贫示范园，藤架上枝繁叶茂
的吊瓜、菜地上绿意葱茏的有机蔬菜、大棚里长势喜人的
红心火龙果……处处都能感受到现代农业的魅力，农业科
技示范推广遍地开花。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不断推出金融支农、惠农举措，
积极破解企业上市融资难题，先后制定出台了30余项金融
管理政策，充分发挥了金融支持在经济发展中的支点作
用，让强农富农的好政策落地生根、惠及百姓。

在全面完成土地“三权分置”、确权颁证的基础上，
农村“两权”抵押贷款、创新农业保险产品、发展农业科

技服务业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开辟了缓解农户贷款
难、担保难问题的新途径。杨凌被科技部确定为全国首批
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业试点区域，“两权”抵押贷款发放额
居陕西省第一。

众创田园 为农业创客插上翅膀

对于入园的初创企业，五年免租金，还配套提供60平
方米的住房，只要你有“点子”，杨凌的众创田园就能把
它变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众创田园负责人左文革表示，杨凌“众创田园”按照
“农业主题、科技底蕴、现代气息、开放空间”思路打造
的创新与创业、线上与线下、孵化与投资相结合，为创客
和企业创新创业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
综合服务平台。

一条条来自杨凌示范区的政策红利，一句句铿锵有力
的政府承诺，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涉农企业……伴随着全国

“双创”的风起云涌，从新型农业园区到高科技“独角
兽”企业，杨凌示范区已经培养起一大批优质涉农企业，

“双创”孵化种子如雨后春笋般诞生。

农业科技 实现“走出去”“引进来”

穿越千年时空，聆听悠悠驼铃。在“一带一路”农业
合作框架下，杨凌农业科技不仅实现了“走出去”，而且
实现了“引进来”。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被誉为欧洲粮仓，杨凌库斯克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顾问张新生在这片黑土地上投资农业已
有 20 多个年头了。“俄罗斯地域辽阔，土地松软肥沃，
农业资源和条件非常好，我们希望在这里展示中国农业

的新技术、新成果，惠及中俄两国人民。”张新生激动
地说。

国务院 《批复》 中支持杨凌打造“一带一路”现代
农业国际合作中心，全面扩大农业领域国际合作交流将
为杨凌示范区涉农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保障。“‘一
带一路’建设为杨凌打开了一扇大门，无论是‘走出
去’还是‘引进来’，都前景可期。”杨凌示范区国际合
作局副局长马静表示，“杨凌最大的优势就是农业科技
和农业专家，他们要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最需要的
技术输送出去。”

对外开放 构建国际农业合作大格局

一系列的对外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和国际交流平台搭
建，进一步扩大了杨凌的国际朋友圈，也为杨凌建设

“一带一路”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中心积蓄了强大的国际
能量。而如今，杨凌已经与全球 60 多个国家在现代农
业领域建立了合作关系。从中美内布拉斯加 （杨凌） 农
业科技示范园到中以节水技术示范园；从丝绸之路农业
教育科技创新联盟到丝绸之路经济带杨凌现代农业企业
创新合作联盟，在农业国际化的合作中，越来越多的目
光聚焦杨凌，为杨凌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建设增添了新
动能。

“要将杨凌自贸片区打造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创
新区中的创新区，在自贸片区发展中实现杨凌领跑，跑出
水平、跑出特色。”杨凌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李婧说。

一个个宜居生态村庄跃入眼帘，一条条承载着希望与
幸福的公路如彩练般在农科大地上延伸，一个个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的农业项目落地生根，一幅乡村振兴的画卷正在
杨凌农科城徐徐展开。

推动制造业再升级

随着智能科技的发展、贸易环境的变
化和产业自身更新换代的需求，我国第二
产业的发展迎来一个拐点。不难发现，目
前的制造业正在大量应用大数据、物联
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向智能
化、科技化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
工厂转型到以技术驱动的智能化平台，已
成为制造业继续生存发展的不二选择。

“工业互联网”就在这样的背景中应
运而生。《指南》 中明确指出，工业互联
网网络是构建工业环境下人、机、物全
面互联的关键基础设施，通过工业互联
网 网 络 可 以 实 现 工 业 研 发 、 设 计 、 生
产、销售、管理、服务等产业全要素的
泛在互联。

这可以看作是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的
又一次升级。早在 2013年 8月，工信部便
颁布 《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
计划》，旨在促进两化融合。随后，国家
又出台多项政策。2015 年 5 月，发布 《中
国制造2025》；2016年2月，成立工业互联
网产业联盟；2016 年 5 月，发布 《关于深
化 制 造 业 与 互 联 网 融 合 发 展 的 指 导 意
见》；2017 年 10 月，国务院正式发布 《深
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
网的指导意见》。2019 年 1 月 18 日，工信
部印发 《指南》。工业互联网脱胎于工业
4.0、智能制造、中国智造，将以强劲势头
继续发展，互联网和工业也将得到进一步
融合。

根据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 （AII）
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目前我国有269 个
工业互联网平台类产品，涵盖装备、消费
品、原材料、电子信息等主要应用方向。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认为，目前我国工业互
联网平台数量增长迅速，有一定行业区域
影响力的区域平台已超过50家。

《指南》 指出，到 2020 年，将在我国
形成相对完善的工业互联网网络顶层设
计，初步建成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技术

产业体系。
这也意味着互联网正在变得越来越

重，它不再只是过去看不见、摸不着的
虚拟世界，它正在与工业制造业一道变
得实在。

加速变革提高效率

在工业互联网的浪潮中，众多工业制
造业公司也纷纷投身其中。随着工业应用
中逐渐融合了更多的新兴技术，工业也开
始从最初的单点信息技术应用向全面的网
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变革。

日前，特斯拉在中国上海设立分公
司。众所周知，特斯拉在汽车制造环节倾
向于应用机器而不是人工。大量自动化设
备的应用让特斯拉工厂与众不同，使其成
为汽车智造的领先者。

2016年11月，英国石油公司和美国通
用电气联合发布了一套数字解决方案——
PlantOperations Advisor （POA，工厂运营
顾问），旨在对设备运营数据进行智能化
分析，以便对设备故障进行提前预警。在

传统的石油生产活动中，一旦某个海上钻
井设备出现意外故障、无法作业，便会对
生产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过去很多时
候，设备突然损坏之后，才能对其进行设
备维修保养。因此，确定设备的检修周期
显得异常重要。POA能够迅速将油气生产
设备的作业数据集成起来，向工程师发送
警告和分析报告，使工程师能够及时掌握
作业情况。

有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工业互联网将
是下一阶段推动效率提升的主要推手。
2017 年 3 月，阿里云在深圳推出了 ET 工
业大脑，可以让机器能够感知、传递和自
我诊断问题。目前，阿里云的工业互联网
解决方案已应用在协鑫光伏、中国华能、
飞利浦、吉利汽车等制造巨头的生产中，
帮助他们提高产品良率、提高生产效率并
降低制造成本。同样作为互联网领军公司
的腾讯云、百度云在智能制造上也有一些
布局。

2018 年 2 月，工业互联网峰会举行。
国内外近 20 家工业互联网平台争奇斗
艳，包括美国通用集团、美国参数技术公

司、航天云网、海尔、阿里、华为等企
业。其中富士康工业互联网平台、索为

“众工业”平台、诺基亚贝尔、昆仑、中
信、联想、明匠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更是首
次亮相。

稳健转型抓住机遇

工业4.0、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
各种名词都表明中国制造业正在借助新技
术实现转型升级。对于工业企业来说，通
过互联网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提高
良率是大势所趋。

尽管工业互联网发展如火如荼，在一
些业内专家看来，仍有几点问题和壁垒需
要克服。比如网络通信协议的障碍。不同
品牌、不同协议的工业设备都有不同格式
的数据通信协议。是否需要与其他企业的
设备兼容，并不在首先考虑的范围内。根
据从事设备联网工作的专家介绍，若要不
同企业的设备彼此之间无障碍通信对话，
至少需要5000种以上的通信协议，这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尽管现在设备通信协议的
走向是趋于标准化，但目前世界各大工业
巨头之间尚未达成一致。

其次，便是平台间的壁垒与关联问
题。现如今，各行各业还没有支持细分专
业且全行业覆盖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各个
平台之间也难以相互连接。

为更好地促进工业互联网的发展，
《指南》 也明确提出了发展措施。比如制
定工业互联网网络标准，其中包括建立工
业互联网网络标准体系，完善标识解析技
术标准，形成网络标准制定与推广机制。

《指南》 还指出，要打造工业互联网
标杆网络，推动工业互联网网络改造与应
用，构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拓展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应用，创建网络发展
环境，规范网络发展秩序。

“工业互联网将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
关键支撑，为网络强国建设提供重要机
遇，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新兴动力。”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刘多表示。

埃米特·希尔是一位工程师、管理者和互联网企业
家。他是视频直播平台 Twitch（图奇）的联合创始人兼
首席执行官，同时还担任著名风险投资公司的兼职合伙
人。埃米特说：“从大学开始，我就一直在创业、发展和
经营公司，并且今后我也打算一直做下去，短期内不会
回头，因为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让我感到愉悦。”

埃米特是在创业的实践中逐渐明白明确目标用户
的重要性的。2005年，他从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
毕业，没过多久便和同伴贾斯汀·坎一起创办了第一家
创业公司Kiko Calendar（基科日历）。可惜的是，这个
项目反响平平。埃米特后来反思时提到：“那是一段美
好的时光，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编程的知识，但我们
却对日历一无所知，因为我们都不是日历的用户。在
那段时间里，我们也没有和任何使用日历的人交谈，
而这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2006年，埃米特开始了他的第二个创业项目。他
和贾斯汀·坎、迈克·塞贝尔、凯尔·沃格特一起建立了
Justin.tv （贾斯汀电视）。一开始这只是一个直播贾斯
汀生活的真人秀，后来他们将它改造成了一个提供实
时视频直播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可以全天直播他们的
生活。这个新平台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2014年8月5
日被关闭之前，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直播平台之一。然
而，埃米特对此并不满足，他希望能够将网站开放给
更广泛的人群。

2011 年 6 月，公司决定将 Justin.tv 中的游戏内容
分拆为一个独立的品牌和网站，他们将其命名为
Twitch.tv。与此前不同的是，他们进行了大量的用户
访谈。埃米特说，这些数据构成了 Twitch 未来 3 年所
有产品功能决策的核心。

作为这一项目的负责人，埃米特认为视频主播
是公司最重要的用户，通过与他们交谈，了解他们
的诉求，从而进行战略布局。埃米特在一次采访中
提到：“我希望我能告诉你如何判断你的产品的目标
用户是谁，但这种秘诀是不存在的。归根结底，你
需要认真思考，用你的判断力来确定你的公司真正
在为谁而建。”

2014 年，《华尔街日报》将 Twitch 列为美国互联网
流量第四大峰值品牌。2018 年 10 月，希尔在一次会议
中说，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大约有 100 万人在观看
Twitch，这与 ESPN（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和 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电视网不相上下。

“2018 年我的钱去哪儿了？”
日前，不少手机 App （应用软件）
陆续发布了年度账单，短时间内在
各大社交平台强势“刷屏”。看着
账单上的各种花销，很多年轻人顿
时哭笑不得，有的痛心道“终于明
白自己穷的原因了”，有的自嘲道

“看账单才知道自己原来这么有
钱”。一时间，吐槽的、懊恼的、
立誓的、许愿的……不少人的心里
可谓是五味杂陈。

实际上，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
难理解。近年来，随着电子支付的
普及，过去那种“数着钱包里的钱
过日子”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
了。以前出门千万把钱包裹紧了，
现在是一定把手机攥紧了。然而，
电子支付快速便捷的优势使得年轻
人容易产生超前消费的行为：隔天
吃顿大餐，每周添几件新衣……日
积月累，看起来都是零零碎碎的小
钱，但年度账单一出，便傻了眼。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年度账
单的用户大多数是各方面都处于
成长期的年轻人，如果缺乏合理
的引导，很容易出现冲动消费等
不理智行为。比如有网友表示，
之前一时头脑发热，办了几千元
钱的健身卡，结果一年下来去的

次数屈指可数，餐饮花销反倒严重“超标”，小肚腩日
渐凸起。更有甚者，随着电子金融借贷渠道的兴起，
不少年轻人越发难以理解赚钱背后需要付出的辛劳，
总想着超前消费甚至不劳而获。近年来频频曝出女大
学生为购买奢侈品、高端手机等深陷“裸贷”风波，
恰恰说明这个群体的消费观念扭曲，且对劳动的价值
缺乏正确认识。

改革开放 4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不
断进步发展，人们可供支出的收入也越来越多，自然
也就激发起人们心中的消费欲望。例如，文化和旅游
部数据中心日前发布的 《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

（2018）》显示，2017至2018冰雪季，中国冰雪旅游人
数达到 1.97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约 3300亿元。而预
计到2021至2022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人数将达到3.4
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将达到 6800 亿元。诸如此类，
曾经对于人们比较陌生的旅游方式，如今也被很多家
庭轻松提上了议程。老百姓手头宽裕了，对改善生活
质量的需求自然愈发旺盛。

因此，对于年度账单，戏谑其“不忍直视”之
余，要读懂其中的门道。只有适度消费、合理消费，
才能最大程度提高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工业互联网 发展正当时
本报记者 何欣禹

工业互联网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它根植于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工

业、制造业领域，并为第二产业的转型发展增添羽翼。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

《工业互联网网络建设及推广指南》（以下简称 《指南》） 通知，意味着工业互联网这

一新兴词汇正在加速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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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回来了”，城里人“进来了”，学习经验的人“过来了”，在陕

西杨凌这块现代农业的“试验田”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嘹亮先锋

号已经奏响。经过20多年的发展，杨凌已从昔日的关中小镇嬗变为“农科

新城”，探索总结出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杨凌模式”。

陕西杨凌：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张英杰 张锋利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日前公布 《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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