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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三天三夜的头脑风暴，到底捞出啥干货？

如如意意：：推推动动““制制造造””向向““智智造造””转转变变
本报记者 马辉

新年伊始，山东如意集团上千管理人员“闭门修炼”三天，大家纷纷围绕“传统纺织企业如何拥抱互联网”这一新锐话话题，
在创新思维的激荡碰撞中梳理现实，各抒己见。如意纺、国家纺纱工程技术中心、布局一带一路等殊荣都已过去。未来来，如意集
团也将通过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全面推进“互联网+智能制造+个性化定制”公司十三五战略规划的
实施，促进企业市场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推动“如意制造”向“如意智造”、“如意创造”转变。

头脑风暴，颠覆传统生产方式

开年之际，在山东如意集团
的总部驻地济宁高新区，为期三
天的集团创新大会火热开场，来
自全球各地近千名中高层管理人
员汇集一堂，他们集思广益，在创
新思维的激荡碰撞中梳理现实，
他们群策群力，以智慧去勾勒未
来如意的完美画卷。

“每天从早晨开到晚上，直到
晚上11点多，大家都感觉很有激
情，没人愿意早离开。”山东如意
集团宣传部部长李云鹏说。当然，
这不是看电影，整个会议利用十
几个小时的时间，播放央视推出
的大型纪录片《互联网时代》和

《品牌的奥秘》，让参会人员深刻
领会互联网时代在政治、经济、文
化等诸多领域带来的深刻变化，
理清企业在转型升级、跨越发展
中的优势与不足。

“颠覆！”对于如意股份公司
首席面料设计师王彦兰来说，这
种颠覆是彻底的，智能化的手段
颠覆了生产方式，互联网的发展
模糊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信息
化、数字化的手段，让我们的工作

效率成倍甚至成十多倍的提升，
未来这种互联网思维和创新意识
还将体现到更多的细节上。

“互联网给了如意这一传统
纺织企业又一个全新平台，互联
互通，对于全球化视野的如意来
说，会提供更多的红利。”如意数
码印染进出口公司电商经理刘文
臣说，如意印染花布此前大量销
售到非洲，随着传统大染坊被数
码印染的逐步替代，高端、定制、
新潮的数码印刷品，堪比LV等奢
侈品牌的产品，能对接到欧洲的
高端市场，更多订单的获取，也要
依靠互联网来实现，这对于未来
的如意来讲，拥抱好互联网，就等
同抓住了高端市场。

“智能化、数字化的全面应
用，将在未来转换成强大的核心
竞争力。”汶上如意技术有限公司
总设计师张红梅也感受到前所未
有的思维冲击，她说，企业怎样用
好新生的工具，解决好现有的问
题，这是实现“科技如意、高端如
意、品牌如意、国际如意”的关键
所在。

拥抱互联网，市场脚步更轻盈

作为纺织服装企业，如意
集团属于典型的传统行业，当
走上了科技创新、高端定位的
大道，传统的他们在拥抱互联
网后，开始变得脚步轻盈。这种
变化，呈现在如意集团上下的
各个层面。

在位于金宇路的新贵和，
如意旗下劳尔卡迪尼的定制服
装展厅内，一位顾客正在通过
苹果平板电脑定制自己心仪的
西装。在这一平板电脑的专门
APP上，可以随意选择面料、分
叉、前后扣、口袋等十多个细
节。“这是真正的私人订制。”如
意毛纺集团策划中心经理牛家
珍告诉记者，通过这一APP，可
以满足不同人群的穿衣需求，
还可以通过APP了解整个西装

的制作进度，更加彰显如意的
个性化服务。

“原来出差拜访客户的时
候，都是要标配一个28寸的大箱
子，现在外出，人手一个的平板
电脑就能解决全部问题。”牛家
珍一边演示一边向记者说，很
多的产品都可以通过图片直观
地展现在客户面前，省了很多
的时间和成本。

这样的变化王彦兰也感同
身受。她说，例如西班牙百货这
一客户，以往都要飞十几个小
时来工业园考察订货，后来改
为国际快递的方式，一次邮递
200多种面料供他们选择，等回
复过来，一个月时间就过去了。
在互联网时代，提前输入各种
标准色，只需通过仿真系统转

换出仿真图案传输过去，当天
就可以确定货品的品类，变得
格外便捷。

不仅是成品，作为如意销量
颇 大 的 纱 线 ，直 接 面 对 的 是
Zara、优衣库等国际知名休闲品
牌，要想博得这种快时尚、大众
化公司的青睐，总是要及时捕捉
一线时尚元素。张红梅说，原来
的时候，要派出很多信息员去汇
集信息，成本极高，效率却不高，
现在借助互联网的极大张力，可
以更有效、及时、全面地汇集这
些时尚信息，服务于产品的开
发，从而赢得更多客户。

纺织服装的原料——— 棉
花，如意也通过互联网做起了
大文章。“借助互联网平台，实
现了棉花的大宗交易，也推动

了棉花品牌的建设。”如意物产
集团副总经理张伟就给记者讲
了这样一个故事。去年8月份，他
们在新疆收购了10万吨棉花，这
些棉花足足够10万锭工厂使用
10年。眼看就要到10月份的棉花
收获期，于是，如意借助大数据
服务，联动其他5家合作伙伴，只
用了短短1个半月就把棉花卖光
了。

“互联网是开放的，讲求共
赢的，同样也可以让资源利用最
大化。”张伟说，同样借助互联
网，如意的每一袋棉花都实现了
可追溯，在哪里产的，什么级别，
都可以一目了然，这就是如意棉
花品牌得以在行业内叫响的关
键。“如今，如意棉花的交易量能
占到全国1/20还要多。”

致力转型创新

制造欲变智造

日前，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落户如意，围绕“互联网+”工业
转型模式，如意集团工业设计中
心加大了对信息化、智能化和自
动化方面的科研投入，投资5亿
元建设“互联网+智能制造+个
性化定制”纺织服装发展模式，
高标准启动超仿真纺织面料设
计系统、数字化服装设计与展示
系统、三维立体人体测量系统、
德国SedoTreepoint数字印染工
艺管理系统、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系统(PLM)等系统，全面启动公
司两化融合建设和信息化系统
升级换代，实现信息化和智能制
造，从而提升企业工业设计的硬
件和软件基础，打造全新模式如
意工业设计中心，成为山东省信
息技术产业基地落户济宁后，全
市信息产业蓬勃发展的一支生
力军。

“新常态下的转型创新已成
为企业发展的重心，企业在经济
下滑的形势下实现逆势成长。”
如意集团董事长邱亚夫表示，推
进智能转变的同时，时刻把握国
际发展态势，顺应国家发展方
向，围绕“一带一路”国际产业布
局，集团先后在宁夏、新疆、巴基
斯坦等地投资布局，随着各地项
目的陆续建成、投产达产，形成
了竞争的新优势，为企业带来了
良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效益，
国际化经营实现突破提升。

邱亚夫表示，今后如意集团
也将通过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
融合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全面推
进“互联网+智能制造+个性化
定制”公司十三五战略规划的实
施，促进企业市场创新、管理创
新、商业模式创新，推动“如意制
造”向“如意智造”、“如意创造”
转变，实现集团的跨越发展。

山东省科技金融常态化路演中心落户济宁高新区

55家家制制造造企企业业登登台台寻寻融融资资
本报济宁1月12日讯 (记者

高雯 通讯员 杨琳) 7日，
山东省科技金融常态化区域路
演中心揭牌落户济宁国家高新
区，5家加工制造业企业带着优
秀的项目参与首期路演，展示产
品、对话专家，分享转型经验，寻
求融资和发展建议。

当日上午，在济宁高新区资
本中心，5家企业在这里进行首
期路演。与以往多是创新创业型
企业不同，这次参与路演的企业
都是加工制造业，除了投资机
构，现场吸引来很多寻求合作和
借鉴经验的传统加工制造企业
同行。

“我们之前是做建筑类设备
销售的，在设备维护中发现很多
工人不懂得人机对话，致使生产
效率低。我们决定转型做数字化
建筑设备的研发，利用大数据平
台将加工数据通过网络传送，能

节省一半的人工，生产效率比人
工提高10倍以上。”在路演中，山
东连环钢筋加工装备有限公司
董事长秘书田波说，虽然整体加
工制造行业低迷，但研发出的好
产品、技术含量高的设备，永远
不缺市场。他们的产品广泛应用
在高铁地铁、高速公路、水利电
站等领域。

“济宁很多传统的加工制造
业企业没有自己的研发中心，只
是在做传统的机械的代加工，在
如今加工制造业的‘大浪淘沙’
期，这类上游没有研发中心、下
游没有销售市场的加工制造企
业会面临着被淘汰。”山东天工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监事张潜说，
原本做矿用设备的他们吸纳高
分子材料技术人才，提前5年就
着手转型研发填海造地的耐腐
蚀管道，现在市场前景广阔。

第一次参与路演的张潜

说，限制企业科技转型的难题
在于融资，路演中心给他们提
供了对话投资机构、寻求融资
的好机会，不用再跑全国各地
寻求合作。

济宁市惠达投资公司相关
负责人说，这次参与路演的企

业，都是走出传统加工制造领域
的领先企业。研发提高生产效
率、提高利用率的新产品，是传
统的加工制造企业增加自身核
心竞争力的必经之路，也是寻求
融资、吸引投资人的亮点。

装配机器人项目

投资人颇感兴趣

在路演中，济宁齐力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带来的自动化焊割
机器人、装配机器人项目吸引了
很多投资人关注。

“智能机械装备的研发和生
产是当下加工制造业发展的大
趋势。”济宁齐力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管理部部长王鹏说，提高产
品高科技含量、加快设备更新换
代，是当下传统加工制造企业的
转型方向，他们与上海交大建立
产学研合作关系，研发各类智能
机器人，实现智能切割机企业的
转型提升。

“市场已经大而全，如何能
在细分领域里深耕细作是考验
加工制造企业的根本。”山东乐
得士软木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宝宣说，他们主做的可再生
栓皮栎树皮绿色生态建材，软
木类地板产品填补了山东省内
空白，软木砖产品填补了国内
行业空白。

刘宝宣认为，开辟新领域与
研发新产品同理都是在自己的
细分市场里做精细，传统制造业
企业抓住智能化、产业化发展的
潮流，做出有自身核心竞争力的
产品，具有不可替代性才会不被
市场淘汰。

本报记者 高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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