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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3日，由江苏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江苏省南通市人

民政府指导，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政

府主办的 2019“工业和信息化领

域创新成果产业化中心”启动大

会在江苏省海门市举行。大会旨

在通过搭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前

沿技术探索的桥梁，打造政产学研

用金的对接交流平台，推动工业和

信息化领域创新成果产业化中心

的落地，加速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

新成果产业化先导区的建设。

大会以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

域创新成果产业化发展为主题，中

国工程院院士王天然和谭建荣分

别进行了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

技术主旨演讲。海门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江永军与北京哈工汇宇人

工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松岩在签约仪式上签字，同时宣

布“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成果产

业化中心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

新成果产业化先导区”正式落地江

苏海门。

据了解，双方将充分依托这一

国家级公共服务平台，集聚国内重

点企业、重点院所的创新资源，通

过建立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平台+

中心+先导区”的创新成果产业化

体系，促进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

果加速向海门市转移，加快中试熟

化、工程化培育和成果落地，解决

“最后一公里”的障碍，推动海门机

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国机器

人产业发展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

经验和做法。 （文 编）

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面

加速，支撑城市能级提升。上海已

实现核心城区5G室外覆盖；根据宽

带发展联盟发布的《中国宽带速率

状况报告》显示，上海固定宽带平均

可用下载速率已达到 41.95Mbit/s，

连续六年领跑全国。

智慧治理模式全面推广，带动

城市管理走向一网统管。全市网格

化综合管理主动发现问题能力不断

提升，公众参与积极性不断增强，案

件处置质量明显进步，管理效能持续

显现；全市综合地下管线数据库拥有

各类综合管线数据近 12 万公里，涉

及道路长度 7478 公里，基本覆盖上

海市中心城区及外环外建成区。纵

深立体的智能城运体系逐步形成，城

市管理日趋向科学化、精细化、智能

化方向发展。

智慧政府建设稳步推进，打响

“一网通办”服务品牌。“一网通办”

总门户个人实名用户注册量已突破

1008 万，平台累计办件量已超 2489

万件。在公共数据开放方面，目前

已面向社会累计开放2100项公共数

据集，2019 年内预计开放总量达

3500项。今年 10月，国内首部针对

公共数据开放的地方政府规章——

《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发

布施行。

信息化服务民生关切，助力上

海建设有温度的宜居城市。全市已

有超过 258 条公交线路，3644 个站

点实现公交实时到站信息预报服

务，上海交通 APP 已覆盖全市超过

90%的公交线路，建成各类信息屏累

计近万。全市38家市级医院中已有

37家实现检验检查结果互联互通互

认。生活服务智能应用逐步铺开，

市民获得感和满意度稳步提升。

《2019上海市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报告》发布

上海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指数为105.86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创新成果产业化中心落地海门

近日，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2019上海市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报告》。这也是上海市连续六年发布本
市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报告，今年的评估延续了网络就绪度指数、智慧应用指数与发展环境指数等3个一级指标与网络安全状
况系数的评估体系，结合智慧城市工作重点进行优化，新增如5G建设应用、“一网通办”服务能力等指标，合计40个三级指标，51项
数据子维度。

评估结果显示，2019年上海市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指数为105.86，相较上一年提高0.73，六年以来保持持续增长。综合来看，徐
汇、静安、黄浦依次为各区2019年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总指数的前三名。

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促

进上海产业经济转型升级。人工智

能应用场景开放力度加大，全市已

发布 30 个“上海市人工智能试点应

用场景”，在国内率先打造以 AI 深

度应用为特色的智慧城市新亮点。

目前，全市人工智能重点企业已突

破 1100 家，产值超过 1300 亿元；全

市大数据核心企业已突破700家，产

值已超过2000亿元。上海聚焦电子

信息、装备制造与汽车、生物医药等

六大重点产业，培育形成 15 个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6

万家中小企业上云上平台。全市

4235家企业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自评估，同比增长122%；115家企业

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同

比增长 92%，工业互联网促进企业

实现降本提质增效成果显著。2018

年上海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实现营

业收入8690.5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11.2%。

各区亮点纷呈，丰富了上海智

慧城市建设内涵。各区在全面推进

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也取得了诸多

亮点、有特色的成绩。上海（浦东新

区）创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

用先导区；青浦区在河湖管护工作

中引入高分遥感卫星、北斗导航定

位、无人机等技术，探索建立河湖管

护新模式；虹口区成为“全球双千兆

第 一 区 ”“5G 综 合 应 用 先 导 示 范

区”；徐汇区采用智能技术升级“一

网通办”为“一窗综办”，实现“24 小

时政务服务不打烊”；静安区大数据

与 城 市 精 细 化 管 理（静 安）项 目

（“151”项目），通过实时感知交通、

环保、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状态，达到

快速、精准处置的城市精细化管理

目标。

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速
上海固定宽带平均可用下载速

率已达到41.95Mbit/s，连续六年领
跑全国。

数字经济促进上海产业经济转型升级
目前，上海市人工智能重点企

业已突破 1100 家，产值超过 1300
亿元。

（上接第1版）
侯林预计，2020 年，中国市场

的5G手机出货量在将2亿部以上，

销量约为 1.5 亿部左右。OPPO 副

总裁吴强也公开表示，2020 年，中

国 5G 手机大概会在 1.5 亿部左右。

综合来看，业界对于中国5G手机在

2020 年的市场规模判断均过亿。

而 放 眼 全 球 ，高 通 总 裁 Cristiano

Amon近日在高通第四届骁龙技术

峰会上预测，2022年将有超过14亿

部的 5G 智能手机出货，5G 手机未

来前景可期。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究所产业研究

员钟新龙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从供给角度讲，经过今

年一年的预热铺陈，5G手机即将经

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2020年将

是5G手机的爆发元年。

5G手机产业链

准备已经就绪

5G 不是 4G 的简单升级，是产

业范畴的扩大和生态的重构。得益

于大带宽、低时延、高上行能力的优

势，5G正为手机带来内容价值、算力

价值和体验价值，实现交互变革、芯

片算力提升和 AI 算法融合，进一步

促进5G手机市场的繁荣发展。

从产业角度看，据中国移动数

据，商用初期的 12款 5G 手机在十天

内累计激活超 100 万部。用户对于

5G的认知和期待强烈，99%的人群知

道5G，64%的人群对5G有一定认知，

42%的人群会主动了解 5G。从体验

角度看，5G的下行速率10倍于4G。

从网络角度看，工信部数据显

示，今年年底将有 13万座 5G 基站投

入使用，5G 信号的覆盖范围大幅提

升，对于明年 5G 网络会提供一定保

障。而运营商也表示，从明年 1 月 1

日开始，5G终端必须具备SA（独立组

网）的模式，所以从明年 1 月 1 日开

始，NSA（非独立组网）的手机就不可

以入网。这意味着今年部分仅支持

NSA模式的5G手机将难以取得入网

资格，此举推动了支持NSA和SA双

模的5G手机的发展。

从芯片供应角度看，目前 5G手

机的芯片供应已经成熟，更多的是

等待基站建设和信号覆盖的水到渠

成。在苹果、华为、高通之外，联发

科也入局，越来越多厂商的入局对

于 5G芯片研发以及 5G手机成本控

制会有一定效果。5G 手机芯片目

前包括高通骁龙8系和7系、华为麒

麟 990、联发科天玑 1000 等，进而对

5G 手机的市场开拓和繁荣、由聚焦

高端到高中低端并举起到正向推动

作用。

手机厂商

加速抢位5G赛道

吴强公开表达了对未来 5G 终

端发展的判断：一是明年 3000 元以

上都是5G手机；二是到2020年暑期

之前就会出现2000元~3000元的5G

手机，到年底甚至会有1500元~2000

元的5G手机面向市场。

中国移动预计，2020年第四季

度 ， 5G 手 机 产 品 价 位 将 下 探 至

1000元~1500元，市场将以5G手机

为主。因此，在市场不断拓展、价

格逐渐下探的过程中，各手机厂商

将会加速5G赛道的抢位和竞争。

就各主流手机厂商目前在 5G

赛道的布局表现来看，各厂商各有

专攻。侯林向记者表示，华为的中

高 端 产 品 明 年 将 全 面 进 入 5G 时

代，而 OPPO、vivo 前期还是以中

端为主，小米在前期通过拉低价格

可以换取一定的销量。预计苹果会

在明年 9 月推出新一代的 5G 手机，

销量会达到“大爆发”的程度，而

三星在国内虽然不断推出5G手机、

折叠手机等，但其实对国内的影响

依旧较小。

当下，已经发布的 5G 手机，例

如华为 Mate30 价格处于 6000 元以

上的高端价格区间，中低端市场目

前尚处蓝海。钟新龙表示，未来 5G

手机的竞争将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市

场，是各厂商提高市场占有率的必

争之地。未来，国内厂商如华为、荣

耀、小米、红米、vivo、OPPO、一加等

会在1500元到3500元价格段展开激

烈争夺。

应用生态建设是

今后开发重点

5G手机的网络建设正在稳步突

进，上游供应已相对成熟。“然而若

要真正实现爆发，产品综合布局、

应用生态搭建必须重点关注。”钟新

龙强调。

产品布局方面，5G 手机产品

必须形成梯队层次，产品供应不能

仅维持在高端水平，必须实现高中

低全方位、全价格段的覆盖，且价

格要不断下探，才能够有效符合消

费者的承受能力和预期。就目前来

看，随着入局者增多，受生产工

艺、材料、设计、软硬件多次迭代

等诸多因素的叠加影响，5G 手机

的标准生产成本逐渐降低，满足更

多供货需求的能力正在逐步提升。

应用生态建设是开发重点。目

前通过对已经购买使用 5G 手机的

用户进行调研发现，“花高价购买

5G 手机，除速率高没有其他特

点”，进而使用户心中存在“5G手

机除了快还有什么”的谜题。因此

为了推动市场进步，必须鼓励积极

建设软件开发和应用市场，加快现

有应用向 5G 应用演进，同时积极

通过 5G+VR、5G+4K等开辟提升

用户体验渠道，进而倒逼用户增加

5G手机的换机需求。

手机是 5G 产业向前发展的主

要力量，在 5G 手机的蓬勃发展和

刚性需求的带动下，将促进 5G 与

制造业等行业的深度结合，达到融

合创新的效果。

2020年或是5G手机爆发元年

本报讯 12 月 3 日，浙江省

“1+N”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建设

发展推进会在浙江余杭召开。

会议指出，浙江省通过打造全

省“1+N”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建

立工业平台体系、技术支撑体系、

网络基础体系、安全保障体系、工

作推进体系等“五个体系”，在全国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工业互联

网发展之路，取得了良好成效，但

还存在着工业互联网平台引领力

和辐射力不够大、协同效应不强、

安全保障能力不足等问题。下一

步，浙江省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数字经济

“一号工程”，突出集成创新、注重

协同发展、强化应用服务、加强内

外合作、完善发展环境等工作，力

争打造 1 个世界一流的流程工业

控制企业、1个全球化的工业互联

网平台、1个工业互联网的集聚高

地和 1 个工业互联网大赛的全球

品牌，构建资源集聚、开放共享、创

新活跃、高效协同、具有特色的工

业互联网生态体系，为建设以数字

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奠

定基础。

据悉，近年来，浙江省以加快

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促进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为统领，以推动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主攻方向，全

面推进“1+N”工业互联网平台体

系建设，加快构建网络体系、安全

体系、产业体系和生态体系，工业

互联网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工业互

联网发展位居全国第一梯队。

本报讯 安徽省统计局日前

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10 月，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总额 1741.7 亿元，同比增长 6.6%，

居全国第9、中部第3位。

1—10 月，安徽省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

润 总 额 562.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6%；集体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4

亿元，增长 48.5%；股份制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1536亿元，增长7.5%；

外商及我国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

现 利 润 总 额 167.5 亿 元 ，增 长

1.5% ；私 营 企 业 实 现 利 润 总 额

492.8亿元，增长1.1%。

1—10 月，安徽省采矿业实现

利润总额 153.2 亿元，同比增长

86.5% ；制 造 业 实 现 利 润 总 额

1470.1 亿元，增长 1.1%；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

润总额118.3亿元，增长19.9%。

1—10月，在安徽省39个工业

大类行业中，24 个行业利润总额

同比增长，14个下降，1个亏损。

1—10 月，安徽省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30847.9 亿

元，同比增长 2.1%；发生营业成本

26466 亿元，增长 1.7%；营业收入

利润率为 5.65%，同比提高 0.24 个

百分点。

10 月末，安徽省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资产总计 37178.1 亿元，同

比增长 6.1%；负债合计 21080.3 亿

元，增长 4.3%；所有者权益合计

16097.7亿元，增长8.4%；资产负债

率为 56.7%，同比降低 0.95 个百

分点。

10 月末，安徽省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

16.4天，同比增加0.6天；应收票据

及账款平均回收期为61.4天，增加

5.5天。

浙江“1+N”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

建设发展推进会召开

1-10月安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同比增长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