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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工信厅等8个部
门联合印发 《江苏省推进车联网
（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发展行动计
划 （2019—2021 年）》（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力争到 2021 年，
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相关产业
产值突破 1000 亿元，基本建立智
能车辆、信息交互、基础支撑等细
分领域产业链，打造 2～3 个产业
竞争力和规模水平国内领先的产业
集聚区。

2021年车联网产业产值

突破1000亿元

《行动计划》提出的主要发展
目标是，力争到 2021 年，全省车
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技术
水平和产业规模居全国领先地位，
产业创新生态基本构建，政策法规
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基本形成，建
设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和国内领先
现代产业集聚区目标基本实现。具
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车
联网 （智能网联汽车） 相关产业
产值突破 1000 亿元，基本建立智
能车辆、信息交互、基础支撑等
细分领域产业链，打造 2～3 个产
业竞争力和规模水平国内领先的
产业集聚区。

二是引领作用显著增强。组织
实施 5 个 C-V2X 车联网重点示范
应用项目，形成科学完整的城市级
车联网及智能交通服务解决方案，
带动人工智能、工业云、大数据、
汽车电子等产业快速发展，促进节
能减排、信息消费升级。构建涵盖
信息服务、安全保障与能效应用等
综合应用体系，车联网用户渗透率
达到40%以上。

三是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在雷
达传感器、车规级芯片、车载计算
平台、智能线控、C-V2X、边缘
计算、安全防护等重点领域攻克和

掌握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一批
标志性的战略产品，建设完整的标
准体系以及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形
成能够支撑有条件自动驾驶 （L3
级）及以上的技术创新体系。安全
技术支撑手段取得突破，安全保障
能力不断增强。

四是产业生态基本建立。确
立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物
流等产业要素集聚优势，基本形
成完备的产业体系，培育形成一
批行业领先的优势企业。构建覆
盖车联网产业链各个环节以及各
类应用场景的测试验证体系，打
造两个国家级车联网 （智能网联
汽车） 检验检测中心，建设国家
级测试实验室。

到 2025 年，建设成为全国车
联网（智能网联汽车）重点产业集
聚区，进一步确立产业规模和核心
竞争力优势，江苏全省新一代信息
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全面完成，
智慧城市建设水平大幅提升，智
能交通应用模式不断拓展，车联
网用户渗透率达到 60%以上。逐
步实现 5G-V2X 和高级别自动驾
驶功能规模化商业应用，L4 级别
智能车辆在特定领域开始试运
行，“人、车、路、云”高度协同
的安全高效智能网联汽车社会建
设取得重大进展。

七大重点任务

推动车联网产业发展

《行动计划》明确了推动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集群发展、提升产业
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基础设施升级
改造、完善标准体系建设、拓展示
范应用新模式、完善安全保障机制
和加快道路测试验证体系建设七项
重点任务。

在 推 动 智 能 网 联 汽 车 产 业
集群发展方面，提出加快构建
智能整车研发制造体系。制定
实施 《汽车及零部件 （含新能
源汽车）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
实施方案》。培育智能网联汽车
核心零部件集群。打造行业领
先的智能网联汽车核心零部件
产业基地。着力强化智能基础
支撑系统。开展关键技术研究
和新产品研发，加快研制支持
自动充电和高度信息交互集成
的充电设施。

统筹提高

频率利用保障水平

在加快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方
面 ，《 行 动 计 划 》 强 调 提 升
C-V2X 网络覆盖水平。推动 LTE
网络升级和5G网络部署，满足车
联网的大规模应用。力争在 2021
年，推动LTE-V2X网络实现在南
京、无锡、苏州等重点城市基本
覆盖，在高速公路及重点区域部
署C-V2X网络，逐步扩大试点应
用规模。推进道路设施数字化改
造。深化推进无锡市车联网城市
级示范应用项目，支持南京、常
州、苏州等城市制定道路设施数

字化改造方案，推进道路交通信
号灯、交通电子标识等交通标志
标识、交通管理信息、道路感知
系统的智能化升级和改造，在道
路关键节点加快部署窄带物联网
（NB-IOT） 等网络。建设新型交
通基础设施。推进智能平台互联
互通。鼓励构建跨行业、跨部门
的综合大数据中心及云平台，支
撑信息交互与数据共享。

在拓展示范应用新模式方面，
《行动计划》要求扩大车联网用户
规模，力争到 2021 年，新车驾驶
辅助系统（L2）搭载率达到30%以
上，联网车载信息服务终端的新车
装配率达到60%以上。扩大示范应
用范围。加强城市示范建设。加快
推进无锡城市级车联网示范应用项
目扩面深化，探索车联网运营模式
和商业模式创新，重点打造一批省
级车联网应用示范区，积极创建国
家级车联网先导区。推进“新技
术、新产品、新模式”应用。创新
商业模式，发展共享汽车等新业
态，推动车联网产业与共享出行和
智慧旅游等融合发展。

在加快道路测试验证体系建
设方面，《行动计划》要求，全面
提升测试验证能力。构建智能网
联汽车测试评价体系，完善单项
技术、整车产品、协议一致性等
测试方法和测试规范，推动场景
数据库、仿真测试、道路试验测
试等技术融合发展，形成面向实
验室、封闭道路、半开放道路和
开放道路的综合试验验证能力。
推进测试基地建设。支持南京、
无锡、常州、苏州、盐城等地开
展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区
建设，扩大智能网联汽车公共道
路测试范围，探索进行高速公路测
试试点，优化完善封闭测试基地建
设，丰富测试场景库，明确测试规
程，强化数据分析，为研发创新
提供完善的测试认证保障。打造
国家级检验测试平台。 （耀 文）

江苏：车联网产业冲击千亿元规模
本报讯 由湖南省工信厅主办

的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培训班6月
19日在长沙开班，湖南省200多家
制造企业负责人参加培训，学习如
何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智
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

据湖南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湖南省一批工业互联网综
合性平台正在崛起，如长沙工业
云平台、“根云”平台、湖南用友
的湖南精智工业互联网平台等；
中联重科、长城金融、华自科技
等骨干龙头企业的企业级平台，
加快了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轨
道交通、邵东轻工、醴陵陶瓷等
一批面向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平
台，补足了产业发展短板；中电
48 所、长沙丹瑞芬、华辰智通思
普云平台等细分领域专业化服务
平台加快建设。

培训班上，工信部信息化和软
件服务业司巡视员李颖指出，工业
互联网将连接对象延伸到整个工业
系统，可极大提高工业产品各环节
的工作效率。我国在工业互联网一
些重点领域实现突破，产业生态初
具雏形，但制造企业数字化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一些企
业达到3.0水平，但广大中小企业
仍处于2.0阶段。

李颖表示，工信部将深入推
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
做深做实，包括深化企业新一代
信息技术应用，夯实数字化转型基
础；发展制造业赋能平台，提升数
字化转型能力；壮大工业数字经
济，打造数字化产业体系；推动
跨界融通发展，增强数字化转型
合力；完善创新支撑体系，优化
数字化转型环境。

本报讯 民营经济是福建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18 日，
福建省第九届民营企业产业项目
洽谈会在福州市举行，正威集团
东南沿海区域总部及铜基材料生
产基地系列项目、常青新能源三
元前驱体生产项目等 30 个重点项
目现场集中签约，总投资达 1082
亿元。

据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
长陈传芳介绍，现场签约的 30 个
民企重点项目均是具有示范带动效
应的协同发展重大产业项目。其
中，制造业26项，计划总投资862
亿元，单个项目计划总投资均在
10亿元以上。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福建仍是
投资兴业的热土。自去年6月福建
省第八届民营企业产业项目洽谈会
举办至今年5月底，福建共对接签

约产业项目 1797 项，总投资 7809
亿元。

陈传芳认为，近年来，对接签
约民企项目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质
量显著提升。以制造业项目为例，
福建省第八届民营企业产业项目洽
谈会以来签约制造业项目 1409
项，计划总投资 5128 亿元，对接
制造业项目数和总投资额占比均创
历届最高。

电 子 信 息 、 机 械 装 备 、 石
油化工等三大主导产业仍是民
企投资的热门领域。据福建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9 年以来，福建共对接三大主
导产业民企投资项目 670 项，计
划投资 2983 亿元，分别占制造
业 项 目 数 和 投 资 额 的 47.6% 和
58.2%，同比分别提高 6.4 和 3.4
个百分点。

福建集中签约30项重大民企项目

投资逾千亿元

湖南举办

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培训班

到2025年，建设成为全国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重
点产业集聚区，进一步确立产业规模和核心竞争力优势，
江苏全省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全面完成，智慧
城市建设水平大幅提升，智能交通应用模式不断拓展，车
联网用户渗透率达到6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