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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李国敏2020年 10月 29日 星期四 QU YU CHUANG XIN 区域创新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李黛婵 记者何星辉）下班回家晚还能买

到新鲜优质的水果和蔬菜？日前，在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智慧

微菜场”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实现扫码买菜。

在花果园社区，一排排“自动售菜机”格外醒目。老百姓只需

微信扫码，就可以买到当天的新鲜蔬菜。这些“智慧微菜场”所销

售的农产品均来自贵州省 9+3 贫困县（区），蔬菜大多直接从农民

手中收购而来，价格比超市要便宜 10%左右，自去年上线运行以

来，已累计带动贫困地区建档立卡群众增收 1400多万元。

花果园社区占地仅 10 平方公里，短短几年时间，居住人口已

超过 45 万人，号称亚洲最大社区，日均人员流动量达上百万。作

为一个超大型城市社区，如何有效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成为南明区

城市治理的重要课题。

近几年，南明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用大数据和科技

手段筑牢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科技支撑，逐步加大民生投入、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至今，南明区已投入 4.3 亿打造“花果园智慧云

脑”，运用于治安、消防、环境、物业等方面的智能化管理和服务。

贵阳市智慧社区

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穿越 2000 年间的古都金陵和现代南京，品味

历史留下的韵味；从水墨江南的一叶轻舟到波澜

壮阔的大运河，眨眼间已走过半个地球；走进梵高

名画，感受色彩碰撞……10 月 19 日，记者来到江

苏锐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数字科技+文化”

的体验，让人直呼过瘾。

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创新活力之城。

文化是南京一张亮眼的名片，如何将城市文化更

生动直观地展示出来？近日，科技日报记者走进

南京，探寻这座古老城市通过科技与文化深入融

合后发生的巨变。

文化与科技为何在南京擦出火花

南京拥有近 2500 年建城史和近 500 年的建都

史，是国内唯一的文学之都、和平城市，诞生了《世

说新语》《红楼梦》等传世名著。

同时，南京也是中国软件名城，首个科技综合

体制改革试点城市，现有高新技术企业 4860家、新

型研发机构约 400 个，累计孵化企业 4000 多家。

南京科教资源丰富，拥有国内高校 50 多所，有 85

万在校大学生，80多位两院院士，在《自然》杂志发

布的全球科研城市榜单中，南京名列第 12位。

近年来，南京举全市之力，建设创新名城、美

丽古都，以科技创新为抓手，以文化科技融合为导

向，为全市文化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纪增龙介绍说：

“我们加强政策引导，市委市政府连续三年出台一

号文件，提出文化科技融合提升计划，打造南京

‘文化+科技’发展的新模式，制定全市数字经济三

年行动计划，促进数字文创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在

同类城市中率先制定《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

融合的实施方案》。”

在文化和科技的双轮推动下，南京市文化产

业急遽快速发展，2019 年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超

过 920 亿元，占比达到 6.5%，持续位居全省首位。

“科技声光”记录美丽古都

“‘穿越’是一个热门题材，我们通过裸眼 3D

技术将南京文化故事与之相结合，观众在展馆就

能够穿梭南京发展的时光隧道，成为南京发展的

见证者。”江苏锐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

监王海洋说道，《穿越南京》城市宣传片曾参展

2018 年文化科技融交会，这场视觉盛宴一举荣获

当年“最佳人气奖”。

科技点亮人生，在文化创意产业如火如荼的

今天，江苏锐丰智能科技依托先进的数字多媒体

集成控制技术，在公共文化设施、数字科技体验、

文化旅游演艺三大领域大展身手，参与了南京青

奥会开闭幕式、南京城墙光影秀等项目，其中《遇

见梵高》光影互动艺术展目前已迎来数十万游

客。在 2020 文化科技融交会上，江苏锐丰智能科

技还把 AR 扬州早茶带到现场，利用增强现实技

术，在实物桌子盘子上叠加动态画面，让观众“品

味”扬州美食，了解扬州早茶文化。

疫情期间，人手一个“健康码”，背后的数据

正是由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支撑维

护。“我们的大数据系统，助力多地发放健康‘绿

码’，累计排查十二万人，保障有序复工复产。”烽

火星空解决方案部总经理尹爽告诉记者，基于公

司的 FitData 大数据平台，一站式采集整理上百个

城市数据，十五分钟内就能找到一个目标人物的

信息。

截至目前，烽火星空已成功研发人脸识别、文

字识别、异常行为分析、图像审核等多种安全技

术，业务范围覆盖全国 31 个省、281 个城市、1500

多个区县，销售规模过亿。“人脸识别技术不仅可

以应用在公共领域，比如在 2020 文化科技融交会

上，我们特地设计了一个小互动——‘偶遇江苏名

人’。”尹爽介绍，“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对比，找

出与观众最为相似的江苏名人，增进对江苏文化

的了解。”认识名人，认知名城，烽火星空结合“锦

绣建邺”主题，3D 建模打造数字地图，为参展观众

推荐建邺区吃喝玩乐的好地方。未来，这家行业

“领头羊”公司将持续推进核心技术创新，加强核

心技术研发，坚持用数据创造价值，为城市安全保

驾护航。

创新加持 南京亮出科技文化融合名片
本报记者 张 晔

江苏锐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沉浸式影片 南京市委宣传部供图

抢占新赛道抢占新赛道
福建漳州启动工业新城发展福建漳州启动工业新城发展““强引擎强引擎””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 讯 员 林开艺 洪辉南

作为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分支，视觉检测技

术被誉为“工业之眼”，在手机外壳缺陷检测这一

新赛道上，漳州智觉智能公司实现逆袭。“原先国

内厂家需要进口，价格高昂还不好用。我们的产

品价格下降一半多，性能还更优。”该公司技术总

监游旭新说。

在今年的福建创新创业大赛上，漳州一大

批技术领先、商业价值高的创新创业项目和团

队脱颖而出，获奖数居全省首位。游旭新带来

的“高 光 面 机 器 视 觉 分 选 系 统 ”也 获 得 了 初 创

组一等奖，并闯入全国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总

决赛。

漳州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周俊雄介绍，该

市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

的机遇，通过搭建常态化的创新创业大赛平台，聚

集和整合人才、技术、资本等各种创新创业要素，

打造国内外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梦工厂，催生一

批拥有核心技术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推动工业新

城创新型经济蓬勃发展。

这是一次精彩的秒杀。“我们的产品一次能检

测 6台手机，只需 2秒，准确率 96%，每台可替代 20

个人工，降本增效显著。”游旭新说。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发展迅猛，消费者对手机

的外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手机表面缺陷

检测，采用人工肉眼检测，导致人力成本高、效率

低等；一些厂家采用常规的比对算法等检测方式，

易出现漏检或误检等问题。为解决这一行业痛

点，游旭新组织团队进行“高光面机器视觉分选系

统”项目攻关。

应用机器代替人眼进行测量和判断，视觉检测

设备是这套系统（工业机器人）的关键。记者在比

赛现场了解到，游旭新团队自主研发了一个集成相

机、光源、光源驱动电机、传动同步轮传送带等组成

的新型视觉检测设备，这双火眼金睛具有 3D 立体

且多达7组，共有15颗摄像头、30道光线，实现了多

相机从多角度模拟现场人工实际检验方式。

在此基础上，该团队首创全球体量最大的手

机外壳缺陷数据库，收集 350 多万张、涵盖各类外

观不良及孔洞尺寸缺陷等手机外壳数据，开发出

能够自主学习的核心算法软件，从而对手机外壳

上隐蔽的划痕或缺陷进行精确识别、检测。

目前，国内视觉检测市场规模已达百亿元。

“该应用在韩、日等国，也有大量的需求。”游旭新

表示，未来，公司将立足于漳州，就近服务南方及

珠三角 5G 智能终端客户，并准备出口国外，把特

有的多角度高光检测算法，应用到国外各种高光

面产品检测上。

解决行业痛点 开拓市场新格局

目前，漳州正大力建设工业新城，紧扣“互联

网+、AI+”等发展主线，积极培育一批具有个性化

定制、跨界融合等特征的新业态、新模式的科技创

新型企业，如同发糖业、龙海协能等，在今年大赛

上引起创投、风投机构的关注，一路斩将过关、挺

进国赛。

糖类是人体主要营养来源之一。据测算，我

国年用糖量 1600 万吨，产值达千亿。搭乘“互联

网+”快车，同发糖业公司开启全新的甜蜜事业：研

发了国内首条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液体蔗糖生产

线，颠覆传统制糖业采用的化学加工工艺，在全国

首家实现制糖业的绿色生产，并通过智能化控制

个性化定制 互联网+制造业催生新业态

“我们希望通过创新创业大赛平台，继续融资

2000万元，加快新一代抗病毒口服液产品的研发进

程，助力新冠肺炎疫情的常态化防控。”美拉得康制

药公司科研团队负责人薛钰博士说，参加大赛后，

项目得到以钟南山院士冠名的科创基金等多家投

资机构的关注，获得了福建省财政资金支持和漳州

市国家高新区2000万元的项目经费支持。

原来，该公司从鱿鱼顶骨中，找到了抵御新冠

病毒的秘密武器——壳糖胺（POLY1）。他们发现

动物体内感染了新冠病毒 S 蛋白，用了 POLY1 后

有明显的缓解效果，这一成果在国际期刊冷泉港

实验室预印本杂志上发表。目前，公司集结了一

支由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专家组成的科研

团队，采用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生产技术制备的

POLY1，研制出第一代产品抑菌喷剂（消字号），较

好地发挥预防病毒感染功效，已进入欧美 8个国家

市场。

事实上，创新创业大赛经过连续多年的举办，

参赛人数、影响力与日俱增。据游旭新透露，省决

赛刚刚结束，便已接到多家风投公司、银行机构等

的投资咨询，以及相关手机配套厂家的业务洽

谈。同发糖业、龙海协能计划通过大赛平台，分别

融资 5000 万元、1 亿元，完善全产业链创新，加快

布局全国等。

从传统产业挖掘新动能，从新兴产业发现新

可能。在转型升级、抢占发展新赛道的关键阶

段，漳州借助创新创业大赛平台，发力先进制造、

节能环保等领域，培育专精特新科技企业，推动

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如立亚特陶公司携手厦门

大学，突破织造时易造成纤维折断等问题，研发

了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高性能陶瓷纤维生产技

术，打破了原先欧美国家的垄断；安泰新能源与

西安交大合作，加快光伏支架 AI 智能追光系统

的研发力度，为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绿色

环保型材方案，成为国内最大的光伏支架方案解

决商之一。

漳州市科技局二级调研员林志宏表示，未来

市科技局将为参赛优秀企业、团队，持续打好政

策+服务组合拳，放大科技政策、资金、技术转移、

成果转化的杠杆效应，大力发展众创空间、科技孵

化器、加速器等创新创业平台建设，吸引一批海内

外高层次创新人才团队落地转化，把科技创新的

源头活水注入经济主战场，为加快建设工业新城

汇聚新动能。

培育专精特 打造全服务链金字招牌

系统实现远程控制，可根据饮料、果酱、蜜饯等生

产企业需要，量身定做不同色值、糖分、可直接使

用的液体蔗糖，并与全国大型用糖企业等合作，直

接配套建设液体蔗糖生产线，实现产业在全国快

速复制、布局。

“与传统白砂糖工艺相比，该技术以甘蔗原糖

为原料，仅经过核心工艺技术纯物理的脱色、去杂

等，减少蒸发、筛糖等工序，可节能 70%，减排 95%

废渣、废水，有效降低用糖企业成本，推动我国糖

业转型升级。”同发集团副总裁黄芬说。

当前，新基建正成为新的风口，带动动力电池

产业快速发展，报废电池处理问题随之凸显，预计

2025 年市场规模将近 400 亿元。龙海协能新能源

公司的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项目，基于国际领

先的电池主动均衡管理技术深耕这一蓝海。据公

司相关负责人卢敏艳介绍，该项目在前端解决新

能源汽车续航里程问题，如为厦门金龙集团等整

车企业加装主动均衡电池管理系统，可延长整组

电池的寿命 30%以上，节约售后成本数千万元；在

后端解决电池回收问题，在动力电池退役后，可以

用作基站、储能系统等的电源。最后，对废旧锂电

池进行拆解回收，提取镍、钴、锂等原材料进行循

环再利用。

“以海量退役动力电池数据为基础，以主动均

衡芯片、智能状态估计、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支

撑，建立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大数据云管理平台，

实现新能源汽车电池的回收与追溯，构建城市能源

物联网，提高电池的全生命周期价值。”卢敏艳说。

科技日报讯（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任彬彬）10月 23日“湖南和

宁夏科技合作交流会暨湘宁两省区科技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在长沙举行。湖南省政府副省长朱忠明、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

主席吴秀章出席并讲话。会上记者获悉，双方拟就 6 方面展开深

度科技合作。

此次双方签署协议，旨在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建设为重点，开展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平台建设等全方位

多层次合作，促进两地科技创新能力与产业技术水平提升。具体

包括开展重大关键技术攻关、推动优势特色农业发展、拓展社会发

展领域合作、深化科技创新平台合作、促进成果转移转化、加强人

才培养与交流等 6 个方面的深入合作，促进宁夏电子信息、新材

料、清洁能源、智能制造等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

发展，开展农业优良品种选育及绿色高效生产、精深加工农机装

备、绿色农资等重大关键技术攻关等。

近年来，湖南与宁夏两省区持续开展了一批经济效益明显的

科技合作项目，并结对共建了一批科技创新平台。

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宁夏通过东西部科技合作机制，与湖南

省累计合作科技项目 21项，总投入 3.23亿元，宁夏区企业、高校、科

研院所与湖南有关单位共建科技创新平台4个，共建园区1个。

湖南与宁夏“结对”

共促科技区域合作

科技日报讯 （周越 记者盛利）“我们紧紧围绕执法监督的方

式、问题、宣传这三要素，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不定期开展安

全生产监察执法各类专项行动。”在开展危化企业、矿山和重点大

型商贸企业安全生产检查后，四川攀枝花市西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郭驰说，通过强化安全生产执法监督管理，我们进一步提高执法质

量和执法公信力，深入推进辖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不敢违、不能

违、不想违”。

10月 26日，记者了解到，迄今该区安全生产巡查、检查各类企

业 170 余家次，检查出事故隐患 124 项并已整改；调查处理 3 起涉

嫌安全生产违法案件，立案 3件，办结行政处罚案件 3件，罚款 42.5

万元；向区法院移交行政处罚案件 2起，向市应急管理局和区司法

局备案 2起。

据介绍，西区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专项行动，深化“1+

2+n”执法方式，采取定期检查和临时检查、全面检查和重点检查，

平时检查和夜检、节假日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推行“解剖式”“说理

式”柔性执法，严格执行“清单制”管理，做到“七个一律”，坚持违法

行为查处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通过完善工作机制、创新管理

模式、转变执法效能，进一步提质增效，确保企业安全生产“不敢

违”。

该区深入分析研判辖区企业安全生产现状，聚焦安全风险和

事故隐患苗头，以问题为导向，专项行动中强化监管执法配套；该

区还开展验证式检查，对照责任链条、实行顺查与倒查相衔接，形

成不同责任衔接有序、责任追究有力、责任调查跟进及时的执法案

件“闭环”，实现重点企业检查全覆盖。

四川攀枝花市西区

严管重处推进安全生产“三不违”

获得福建创新创业大赛初创组一等奖的获得福建创新创业大赛初创组一等奖的““高光面机器高光面机器
视觉分选系统视觉分选系统””项目的工作人员在调试中项目的工作人员在调试中 林秀丹林秀丹摄摄

漳州市紧紧抓住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孕育兴起的机遇，通

过搭建常态化的创新创

业大赛平台，聚集和整

合人才、技术、资本等各

种创新创业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