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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魏依晨

关注数字经济⑦

2020年，江西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全省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抓

手，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地，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全省数字

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2020年全省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超过8000

亿元，增长15%。

8000亿元

一捆捆发亮的铜片在机器上飞速旋转，

智能无人小车精准无误地搬运铜箔原料并下

卷，生产设备上的智能仪表、无线传感器通过

5G 网络实时将生产线上的温度、流量等指标

数据传输给监控室大屏幕……这一切都出现

在江西省鹰潭市鑫铂瑞科技有限公司的 5G+

智能化工厂里。该公司总经理黄国和说：“依

靠 5G、物联网等技术建设的智能化工厂，不

仅节省了人力物力、降低能耗，还把产品合格

率提高 20%。企业全面建成达产后，将实现

年产高端铜箔产品 4 万吨，产值 60 亿元以

上。”

实际上，该公司只是江西省鹰潭市近些

年倾力发展数字经济转型而吸引来的企业之

一。而鹰潭的数字经济转型仅仅是江西发展

数字经济的一个缩影。

在江西，数字经济正搭上数字产业化+产

业数字化这辆双轮驱动的快车，拉动传统工

业高质量发展。

在近日举行的江西省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大会上，江西省委书记刘奇强调，要坚定信

心、抢抓机遇，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

主线，以激发数据要素潜能为重点，以新型数

字基础设施为支撑，坚定不移实施数字经济

“一号工程”，加快培育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

动能，为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江西篇章、描绘好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新画

卷提供强大动力。

早在 2020年 4月 13日，江西省出台了《数

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

把数字经济发展作为加快江西省新动能培育

的“一号工程”，加快构建全省数字经济生态体

系，促进经济、政府、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蒋金法表示：“数

字经济作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动力源’的特

征愈发明显。2020 年，江西数字经济增加值

增长 11.8%，占 GDP 比重达 30%左右，发展动

力十足。同时，数字政务兴起，数字经济赋能

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赣服通’3.0 版上线，

‘赣政通’已联通 10544 个政务部门，区块链

农业、VR 课堂、智能蔬菜大棚等新兴事物不

断涌出，表明江西数字经济已与工业、农业以

及居民生活紧密关联。”

他认为，今年江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加快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抓住了推动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必将对江西数字

经济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江西将发展数字

经济作为全省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通

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地，推进产业数字化

转型，促进全省数字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2020 年全省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超过

8000亿元，增长 15%。其中，南昌市数字经济

发展领跑全省，赣州、吉安、上饶、宜春等地数

字经济发展处于第二梯队。

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超八千亿元

前不久，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隆重举办

首届数字经济发展大会暨颐高数字文化创意

产业园揭牌仪式。大会的主旨就是要通过数

字经济的城市实践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为参

会企业和政府搭建起沟通交流的桥梁，为西

湖区数字经济发展加分、加码。

“数字经济正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为产业创新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宝贵机遇。”南昌市西湖区委书记黄小燕介

绍，颐高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园是西湖区 2021

年重大项目，面积共计 5413.98 平方米，计划

投资总额约 5000 万元。颐高将以数字产业

化和产业数字化为主线，以数字化应用为牵

引，构建数字经济生态体系。通过“线上服务

平台和线下运营板块”双轨运营模式，助力南

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传统产业的转型

升级，加速江西省数字化转型新步伐。

“江西坚持实施 2+6+N 产业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行动计划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工

程，加强与高端科研院所或国内 ICT 龙头企

业合作，精耕细作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数字

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江西省工信厅厅长杨

贵平说，江西的数字产业正在稳步发展。

2020年全省电子信息产业营业收入突破

5000亿元，产业规模排位居全国第八位、中部

第一位，正在加速迈向万亿元级产业。物联

网产业快速成长，已培育聚集物联网企业 600

多家，NB-IoT 芯片规模出货，国家级鹰潭物

联网产业基地基本成型，全省物联网产业规

模已突破 1000亿元大关。

江西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说：“江西正

在持续推进智慧消防、智慧水利、智慧警务、

智慧医疗、智能制造、智慧社区等领域的发

展，探索基于统一数据标准的行业内数据互

联及有关联需求的跨行业数据互联、智联，

在产业带动、精准治理、民生改善等方面实

现规模增效。”

这位负责人介绍，江西的虚拟现实产业

从无到有。江西连续三年举办世界 VR 产业

大会，大会已成功晋升为行业发展的“风向

标”、江西开放的“新名片”。全省 VR 产业规

模从 2018 年的 40 多亿元倍增至 2020 年的近

300亿元。新兴的 5G 产业中涌现出一批年度

销售额过 5000 万元的企业，以及一批以 5G、

人工智能、区块链为特色的产业基地。

数字产业化稳步发展基础步步夯实
9 月的赣南红土地生机勃勃。什么时候

浇水、哪块地需要施肥……这些原本单纯靠

人力靠经验的事儿，现在都由“智慧大脑”来

解决。

在位于赣州市的江西裕丰智能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记者通过大屏幕，看到远在 20 余

公里外的茅店九橙生态果园里的脐橙，空气

温度、光照强度、风速、土壤湿度等数据实时

显现，每个脐橙都有自己的“生长档案”。

“我们将大数据、物联网与 5G 技术相结

合，采集脐橙的生长环境信息，通过人工智能

自动生成果树的数据模型，为精准施肥等农

活定位、定时、定量提供数据支撑。”该公司董

事长李麟介绍，赣南脐橙种植人工成本将下

降 15%，果园单产收入将提高 10%。

赣州市长曾文明说：“赣州将抢抓数字经

济发展的‘窗口期’，继续以最优的政策、一流

的服务，积极支持数字经济企业加快发展，全

力打响赣州数字经济品牌。”

江西省工信厅副厅长何琦介绍，针对化

工行业，江西省召开全省化工行业数字化转

型供需对接会，组织全省 100 多家化工企业、

26 家化工园区和全国 20 家数字化转型服务

商对接；从应用场景、智慧工厂、示范园区三

个方向开展 5G+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培育

了 10 个 5G+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30 余家

5G+工业互联网示范企业，打造了 300 余个

5G 应用项目；通过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

定企业达 218 家，企业上云数量 3.3 万余家；

大力推进智能制造，累计应用智能装备 18726

台(套)，打造数字车间 1332个。

记者从江西省科技厅获悉，2021 年江西

省将力争累计开通 5G 基站 53000个、5G 终端

人连数到达 1000 万；加快建设产业生态、公

共服务、业务应用平台标杆，打造“智联江西”

三位一体平台支撑体系；加快推进应用规模

化，打造 3个以上百万级应用及一批 10万级、

50 万级应用，确保 2021 年全省泛物联网连接

数达到 2800 万，力争达到 3000 万；加快以规

模应用促进产业集聚，全省物联网核心及关

联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实现 1300 亿元，力争实

现 1500亿元。

据了解，江西 2020年全年共建成 14个省

级两化融合示范企业，60 余个两化深度融合

示范项目落地。78家企业通过国家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评定，列全国第 14 位；53 家企业被

列入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一批

企业和项目列为国家试点示范。

产业数字化进程加速已成发展必然趋势

江西数字经济江西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一号工程””
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注入新动力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注入新动力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是全国信息类国家示范性高职

院校，入选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是国家示范

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国家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人才培养

基地、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中国工业互联网人才培养

培训示范基地、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2 个）牵头单位、中

国-南非职业教育合作联盟中方理事会执行秘书处单位、

长三角地区软件职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入选国家 1+X 证书

制度试点院校和江苏省高职扩招试点院校。

学校秉承“立足信息产业，培养信息人才，服务信息社

会”的办学宗旨，牢牢把握工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方向，

已培养信息技术技能人才近 10万人，为信息产业培训员工

26万人次，走出了一条行业院校特色发展之路。

学校行业特色专，80%的专业围绕工业互联网开设，

80%的学生服务工业互联网领域，80%的实训室与工业企业

共建。

学生技能精，学生大都可获得两个以上证书，60%学生

获高级技术技能证书。

近 3 年学生获各类国家大赛一等奖百余项。近年来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获评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中

国软件产教联盟理事长单位。学校连续四届获得国家教

学成果奖。

近年来，学校围绕制造强国、工业互联网国家发展战

略，打造工业互联网专业集群；联合国内知名企业，组建工

业互联网产教联盟，共建中兴 ICT 基地、阿里云大数据学

院、科大讯飞工程中心、航天云网工业大数据应用技术常州

中心等；探索“职业情境、实践主导、融合创新”的专业群人

才培养模式，着力培养工业互联网专精人才。

同时，学校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确立了“扬优、扶新、集

群”专业建设理念，依据“三依托、三合一”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思路，形成了“导教相融、学做合一”教学模式、“职业、系统、

开放”课程体系和“项目载体、能力递进”实践教学体系，推进

基于互联网的学习方式改革。建有国家重点专业8个、实训

基地4个，国家精品课、精品资源共享课、精品在线开放课10

门，国家精品（规划）教材 38部，牵头建设了 2个国家专业教

学资源库。积极探索“分类分层”人才培养改革，开展技能促

进、技术创新、创业自强等类型个性化人才培养。

常 州 信 息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争 做 中 国 信 息 类 高 职 院 校 领 跑 者

■广 告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重点专业群核心专业，设有

Java 开发、Web 全栈、移动应用开发等方向，建有“软件技

术”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国家计算机应用与软件技术实训

基地、ICT行业创新基地、省级嵌入式软件工程技术研究开

发中心，拥有国家教学名师领衔的国家职业教育教师教学

创新团队，学校设有程序员、信息处理技术员、软件设计师、

软件测评师、数据库系统工程师、信息系统管理工程师、

OCE 等技能鉴定资格项目，大数据应用开发、Web 前端开

发等“1+X”职业技能资格项目。近年来，学校学生多次获

得“中国软件杯”国家技能大赛一等奖；获得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软件测试”赛项一等奖 1 项；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赛项一等奖 1 项；全国软

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特等奖 1项、一等奖 4项。

软件与大数据学院

——软件技术专业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重点专业群核心专业，国

家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主

持建设单位，中国网络空间安全产教融合联盟理事长单

位。学校具备网络操作系统安全配置、网络安全设备配

置、Web 安全防护、网络渗透与防护、网络安全运维等能

力，学校设有信息安全工程师、HCIA-Security、RHCE、

CISP 等相关职业技能证书。

近年来学校曾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

等奖 5 项、二等奖 3 项。学校“白客”团队累计获得“原创

漏洞证明”134 张。还为江苏省网络安全攻防演练提供全

程技术保障，该团队精湛的业务技能和过硬的工作作风

得到了江苏省相关部门的充分肯定。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专业

本专业是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信息安全与管理”所属

专业，重点服务长三角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需求，培养具

有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专业

拥有部级工业大数据应用技术与教学研究中心，省级新一代

信息技术实训基地，省级工业互联网人才培养基地，校级工业

互联网解决方案及安全防护技术开发中心。专业依托中国工

业互联网人才培养培训示范基地，聚合包括中国工业互联网

研究（标准化方），江苏徐工信息、海尔卡奥斯（Top10双跨平

台）、中移物联网（落地产业）、江苏大备（用人单位）等多方优势

资源。专业对接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维、工业互联网网络运

维、工业互联网预测性维护等1+X职业技能等级认证，以及

HCIP-IoT、OneNET高级工程师认证等行业认证，学校曾荣

2021年全国工业互联网预测性维护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工业互联网技术专业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孕育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孕育，，图为无人收割机在江西省图为无人收割机在江西省
南昌县蒋巷镇大田农社智慧农场演示水稻收割南昌县蒋巷镇大田农社智慧农场演示水稻收割。。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彭昭之摄摄

常信院阿里云大数据学院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专业课程实训 2021年全国工业互联网预测性维护行业技能大赛

常信院ICT行业创新基地

常信院软件与大数据学院实训室

（图文及数据来源：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