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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迪出版物

江苏“智造”，铺就小康幸福路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十七部门印发《关于健全支持

中小企业发展制度的若干意见》

“医疗云”：架起医患之桥
——“新增长云赋能”系列报道之八

《柳叶刀》报告指出，中国是

医疗水平进步最大的国家之一，

然而中国不同地区，医疗质量在

不同疾病上表现好坏不一，东西

地区差异依旧显著。“当前医疗

需求在持续攀升，经济负担持续

加重，然而全国医生只有 360 万

名，基层优质的医疗资源尤其短

缺，这是目前中国医疗资源结构

不均衡、医疗供需矛盾突出的严

峻现实。”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

清华长庚医院院长董家鸿近期

公开表示。

董家鸿指出，我国医疗卫生

总支出只占 GDP 的 6%，却负担

了 14 亿人民的健康照护的艰巨

任务，中国医生为此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和奉献。目前我国的老龄

人口已经超过 2.48 亿人，慢性病

患者已超过3亿人。

资源分布不均最直接的表现

就是“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能

力有限”。医疗数据存储分散的

问题让数据共享受到限制，而数

据上云可以实现数据集中管理、

及时共享，为传统医疗与数字化

接轨提供了基础底座。

聚拢海量碎片化数据

赛迪顾问发布数据指出，中

国 云 计 算 市 场 在 2018 年 达 到

1100.8亿元，医疗作为垂直行业，

目 前 占 比 较 低 ，2018 年 仅 为

3.3%。赛迪顾问认为，未来随着

行业壁垒逐步打破，在政策等各

种利好条件下，医疗云市场规模

增速将持续上涨。

赛迪顾问指出，医疗云作为

数据存储和计算的载体，更多的

为健康医疗大数据提供了发展的

前提与可能，健康医疗大数据在

医疗领域的应用核心，承载了数

字医疗真正的价值。2018 年中

国健康医疗大数据市场规模达到

56.3亿元，同比增长37.8%。

医疗大数据纷繁复杂，更新

速度很快，由于技术普及度、认可

度等问题，很多医疗机构尚未激

发出医疗大数据的潜在价值。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戴尅戎将医

疗大数据的特征分为了五个部

分：规模大、增长快、结构多、精度

要求高和数据价值高。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张一迪

本报记者 吴丽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离不开

智能制造。智能制造正引领江苏人民

走上小康之路！”江苏省工信厅负责人

对《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近年来，

江苏省坚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以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为突破口，大

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累计培育智

能车间 1055 家、省级智能工厂 30 家，

两化融合发展指数连续6年位居全国

第一。一连串的数字彰显出江苏制造

强省的实力，更为建成小康社会奠定

了坚实基础。

要想富，先修路。6月30日，全国

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建制村——四

川省凉山州阿布洛哈村终于实现

“路车双通”。作为现场参与道路施

工唯一的一台压路机——徐工集团

的压路机械 XMR403VT 高标准完

成了作业。“这虽然是一条普通的公

路，但却是村民们奔向小康的康庄

大道。江苏智能制造机械设备在修

路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江苏省

工信厅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电

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为什么这台压路机能在众多品

牌和型号的产品中脱颖而出？这得

益于近年来徐工集团通过推进智能

制造工程，将产品研发和制造过程

数字化，打造出一批高端、高可靠性

产品。阿布洛哈村三面环山、一面

临崖，道路施工所需的施工机械都

是通过大型直升机吊运过来的。这

不仅要求机械性能好，而且对设备

轻量化要求极高。“我们经过深思熟

虑 和 对 比 ，最 终 选 择 了 徐 工

XMR403VT压路机参与本次重大施

工项目，帮助阿布洛哈村通村公路沥

青压实。道路修好后，村民以前需沿

陡峭山路步行近 4 个小时才能到达

对外通道公路，现在只要 30 分钟便

可到达，切实解决了当地村民生产生

活出行问题，村民们脱贫奔小康的脚

步也加快了。”阿布洛哈村通村公路

项目经理赵静表示。

村民阿达么友杂在村里开了间

小卖部，看着眼前这条崭新的沥青

马路，他掩饰不住笑容说：“我买辆

三轮车进货的心愿终于要实现了，

家里的好日子就要到了！”阿布洛哈

村党支部书记吉列子日表示：“路通

了，最高兴的还是孩子们！每天少

跑了这么多路！”的确，村里的孩子

们一直期盼着这条路的修通。他们

说，有了路，就可以去城里上学享受

更好的教育资源，等学成归来，要更

好地建设自己的家乡，让乡亲们共

同过上富裕生活。

除了徐工集团这样的大型企业，

江苏众多中小企业也积极投身到发

展智能制造的大潮中。宿迁市沭阳

县新东旭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从 2012

年开始进行升级改造，在普通纺机上

加装了智能设备，发展到现在已有

300台智能设备，产能和质量都大幅

度提升。如东县的江东科技智能工

厂技术升级后，智能制造提高了生产

线的造血能力，减少了约35%的人力，

效率提升三成左右，更重要的是制造

和管理实现了高度数字化，使得产品

质量的一致性更佳。

江苏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取得的

成绩有目共睹。《中国“智能+”社会

发展指数报告 2019》数据显示，2019

年，江苏智能制造发展指数全国第

一。在智能制造的引领下，人民群众

正在加速走向小康生活。

本报讯 近日，工信部联合

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7

个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健全支

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完善支

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

坚持和完善中小企业财税支持制

度、坚持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促

进制度等7方面25条具体措施。

在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

基础性制度方面，《意见》提出，鼓

励地方依法制定本地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的地方法规。探索建立中

小企业法律法规评估制度和执行

情况检查制度。坚持公平竞争制

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制度，公正公平对待中小企业，破

除不合理门槛和限制。完善中小

企业统计监测和发布制度，健全

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完善公正监

管制度。

针对降低中小企业成本，《意

见》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小企业财

税支持制度，健全精准有效的财

政支持制度，建立减轻小微企业

税费负担长效机制，强化政府采

购支持中小企业政策机制。

《意见》还包括坚持和完善中

小企业融资促进制度、建立和健

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制度、完善

和优化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立

和健全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保护制

度、强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组织

领导制度等方面。

《意见》指出，下一步，工信部

将发挥好协调机制作用，继续帮

助中小企业纾难解困，渡过难关，

实现健康平稳发展。 （布 轩）

本报讯 记者连晓东报道：7月

27 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

院发布了《2020 上半年中国家电市

场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

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家电市场零

售额规模为 3690 亿元，比去年同期

下降 14.13%，作为市场日趋饱和的

耐用品，家电消费受疫情冲击明显。

《报告》显示，随着疫情防控向好态势

发展和各项促消费政策的落地生效，

厂家商家积极调整措施到位，市场销

售明显好转，迅速复苏至去年同期水

平。第二季度我国家电市场零售总

额达2486亿元，两倍于第一季度，同

比增长2.64%。

互联网零售渠道对家电市场的

快速复苏起到了关键作用。《报告》显

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线上家电产品

零售额为1913亿元，同比增7.23%，线

上渠道占整体家电零售额的比例达

51.84%，家电成为继图书、3C电子产

品后，又一个线上份额超过半壁江山

的产品门类。疫情促使各行业加速

向线上转移，《报告》指出，今年上半

年，家电市场份额进一步向京东、天

猫以及 O2O 平台苏宁集聚，京东所

占市场份额较去年年底提升 6个百

分点至 28.86%，稳居全渠道第一位，

苏 宁 、天 猫 各 提 升 3 个 百 分 点 至

21.76%、14.2%，分别位列二、三位，市

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报告》还指

出，线下门店通过入驻电商平台将专

供线下的高端产品带到线上，电商通

过在线下设点将高效便捷的网购方

式进一步下沉，线上线下融合，促进

家电市场向产品更好、服务更佳、效

率更高的方向发展，助推消费升级和

产业升级。

从产品看，今年上半年，绝大多

数家电品类出现不同程度的市场萎

缩，遭遇“量额齐跌”，但是消毒柜、末

端净水设备、洗碗机、除螨仪等以除

菌消毒为主打功能的产品销售增长

明显，同时带动具有保鲜抑菌功能的

冰箱、高温煮洗功能的洗衣机、空净

一体空调等大白电产品增长。此外，

烹饪类小厨电如空气炸锅、煎烤机、

厨师机、破壁机等，清洁类小家电如

清洗机、电拖把、扫地机器人、吸尘器

等，个护类小家电如理发器、个人按

摩设备等受“宅经济”带动销量大

涨。《报告》认为，疫情激发了人们对

家电产品细分功能的需求，促进了家

电产品结构调整，符合个性化细分化

需求、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最具竞

争力。

今年上半年，直播带货等新营销

方式、3D 场景购等新技术手段更多

应用于家电市场，对促进家电市场复

苏起到积极作用。《报告》指出，上半

年家电全行业拥抱直播带货，家电领

域直播场次超百万场，达成交易额逾

千亿元。在市场环境及企业直播经验

提升、大家电直播参与度增加等因素

作用下，今年第二季度家电类直播带货

的转化率大幅提升，场均产出是第一

季度的4倍。《报告》指出，无论是直播

营销还是 3D 样板间，都是厂家商家

根据消费心理，力争为用户提供更优

质体验的表现，体现了市场更加以消

费者为中心，回归服务和消费体验。

展望下半年，《报告》认为家电市

场整体谨慎乐观，但是随着家电下乡、

汰旧换新、消费升级等政策的落实到

位，市场潜力进一步挖掘，市场规模有

望与去年持平。 （报告详见第４版）

本报讯 7 月 27 日，全国工业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同志电视电话会

议在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全

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部署和《政

府工作报告》要求，聚力“六稳”“六

保”，动员全系统进一步认清形势，坚

定发展信心，克服不利影响，推动工业

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努力完成全年工

作目标任务。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

记、部长苗圩讲话，部党组成员、副部

长刘烈宏主持会议。部党组成员、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工业和信息化部纪

检监察组组长郭开朗，部党组成员、国

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张建民，部党组成

员、总工程师田玉龙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

延，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影响还在发展

演进，我国工业通信业巩固回升向好

态势的任务十分艰巨。也要看到，我

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

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我国

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也不会改变。

尤其要看到，疫情带来冲击和压力的

同时，也带来了变革契机，为我们在危

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打开了

新的“窗口”。

会议要求，狠抓工作落实，全力完

成今年目标任务。

一是慎终如始抓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克服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

态，继续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举

措。加强重要医疗物资产能保障和

物资储备，做好疫苗规模化生产准备

工作。

二是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多措

并举提振消费，全面实施内外销产品

“同线同标同质”。着力稳定传统大

宗消费，加大公交、出租车等公共领

域置换新能源汽车力度，开展新能源

汽车下乡活动。

（下转第2版）

2020年全国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负责同志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

《2020上半年中国家电市场报告》发布

我国家电市场已复苏至去年同期水平

刘烈宏带队赴河北省

开展脱贫攻坚督查
本报讯 按照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工作安排，7 月 20

日至 25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与

中国人民银行组成第 6 督查组

赴河北省开展脱贫攻坚督查。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

长刘烈宏带队赴承德市开展督

查工作，并出席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河北省督查反馈会。

督查组实地督查了承德市围场

县，暗访抽查了隆化县，共走访

了 6 个乡镇 9 个村，访谈了县乡

村三级干部 36 名，入户访谈 46

户，其中贫困户 37 户，就脱贫攻

坚成效考核问题整改、克服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防止返贫监测和

帮扶、“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减

轻基层负担、脱贫攻坚普查等方

面进行督查。

督查期间，刘烈宏在承德市

隆化县荒地乡滦家湾村，进村入

户、访谈村干部、看望贫困户，检

查电信普遍服务和精准降费情

况，调研村卫生室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信息化建设和村级电子商务

服务站建设情况；考察七家镇西

道村拾莓有稻扶贫产业园带贫益

贫情况。刘烈宏指出，近年来，河

北省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得到跨越

性提升，“三保障”和安全饮水等

得到全面解决，行政村实现了光

纤和4G网络全覆盖。他强调，在

建好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础上，要

进一步开拓思路、创新模式、培养

能人，大力推广电商扶贫和远程

医疗等应用，用好宽带网络和新

一代信息技术，让信息高速公路

在脱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

挥更大作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信

息通信发展司负责人，以及河北

省通信管理局、扶贫办、工信厅、

承德市和隆化县有关负责人陪同

调研。 （耀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