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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18日，第八届“中国软件
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总决赛在南
京举行，来自全国高校软件专业领域
的“最强大脑”们带来一系列炫酷的
新项目。从比赛现场，到其间举办的
各个论坛，无不传递出深化产教融
合，让学生“新点子”尽快落地成为产
业“新力量”的共同期待。

赛题瞄准市场痛点

银行卡，在生活中应用广泛，但
由于卡号识别涉及到16-19位数字，
开放场景下采集的图像质量难以保
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此研发出
一款识别系统，解决了银行卡号精准
识别难题。

“我们实时拍摄收集标记了350
张银行卡，通过随机旋转、平移、透
视、高亮叠加、色彩调节等操作，将训
练数据扩展至14万份，可满足在‘模
糊对焦、颜色相近’等复杂背景下进
行识别，非常实用。”开发团队队长、
南航学生蔡益武介绍，用户打开
APP，进入图像采集界面，拍照或者
选择照片，APP即可识别结果，通过
检测卡号前6位，对比数据库匹配的
银行，便可自动纠错。

车牌智能识别，可以帮助提高执
法效率，实现城市智慧管理。南京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404”团队将神经
网络算法应用于车牌识别中，提高远
距离、倾斜角度大、光线阴暗等情况

下的车牌识别精准度。“我们在学校
门口停车场做了实验，项目准确率已
经达到90%。”参赛选手说。

到陌生的城市旅游或出差，如何
妥善做行程规划最省时省力？四川
大学余坚团队设计了一款旅客行程
智 能 推 荐 系 统 —— 蜂 行 Bee-
BeeGo。该系统抓取城市间的铁路
数据和航线数据，连接百度地图等软
件获知城市内交通信息。用户只需
输入所在地和目的地，系统就可将城
市交通和空铁联运组合，一键解决出
行疑问。余坚介绍：“我们设置了商
务出行、家庭出行等多种模式，用户
输入出行需求和原因等，系统即可对
用户进行‘画像’，推荐最优路线。”

除了上述项目，还有国产CPU环
境微服务、VR自然科学虚拟仿真实
验室……这些以解决市场“痛点”为方
向的赛题，既是本届大赛的“流量王”，
也成为学生们自主选择的热点。

新技术助推产业升级

记者现场发现，算法分析、AI+
等新技术被广泛应用在决赛项目中。

一款基于计算机视觉的辅助自
动驾驶应用——司南驾驶系统，可对
检测路况的相机进行矫正，用语音反
馈准确的环境，并保留行车记录。“这
一技术的核心是使用‘YOLO V3’和

‘SCNN’双神经网络加持，保证识别
效果，提高处理效率，有效监测车道

偏离和车距过近，防止逆向驾驶、超
速驾驶等原因造成的交通事故。”开
发者之一、中山大学学生朱铭箴说。

PM2.5、温度、湿度、光照……一
旦某个环境指数超标，就会自动报警，
手机APP隔空收到讯息，提醒紧急处
置。来自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曾
楚龙团队带来绿色车间监测APP项
目，除了安全防护外，这款系统将
1000至 2000个设备通过传感器相
连，获取每个设备的使用信息，通过大
数据采集、算法分析等，实现对能源消
耗、分配等环节的智能分析。

“这些技术创新，可以助力企业
提高生产效能，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大赛评委组副组长、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陈兵
认为，尤其对传统行业来说，软件和
电子信息新技术已经成为助推转型
升级的“加速器”。

期待进一步深化产教合作

聚焦产业热点、以企业技术难题
作为赛题，是“中国软件杯”赛事的核
心亮点，也是推动产教融合的最佳实
践。本届大赛参与出题的企业共有
300多家，最终遴选出20道赛题，涉
及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智
能制造等热点领域，全部来源于企业
的实际研发需求。因此，“软件杯”大
赛也成为企业寻找好点子并落地产
业化的“指南针”。与大会同期召开

的优胜团队创业投融资对接会、招聘
会，为企业招聘人才提供了平台。河
海大学（常州）物联网工程学院计算
机技术系主任陈惠萍告诉记者，6年
来，该校平均每年有近百位学生参与
大赛，不少团队通过大赛脱颖而出，
获得企业资金扶持。

对于参赛团队来说，通过大赛了
解市场需求，掌握项目开发流程，增
强研发实践经验，成为最重要的收
获。“比赛过程中与企业方不断交流，
让我们走进‘第二课堂’。”南京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软件技术专业大二学
生徐驰坦言。

如何通过类似赛事，进一步深化
产教合作，有效完善产教融合推进机
制？“嵌入式人才培养是非常好的一
个办法。”常州职业信息技术学院软
件学院院长王小刚表示，目前江苏很
多骨干企业都纷纷跟省内外高校开
展这样的合作，下一步，应该在培育
规模、合作层次和嵌入深度等方面进
一步扩展。

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
司长谢少锋认为，应继续鼓励高校优
化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引导行
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加快产学研用
联盟建设，完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通过主办“中国软件杯”等大赛，不断
摸索产教合作的新模式和新边界。

本报记者 付 奇 王梦然
本报实习生 颜 颖

“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鱼
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

这是西晋诗人张翰想念家乡吴江
的诗，可见古时吴江之美。如今的苏
州市吴江区，更是孕育形成了蚕桑丝
绸文化、水乡古镇文化、千年运河文
化、莼鲈诗词文化等一批特色鲜明的
文化旅游资源，成为不可多得的江南
水乡文化旅游目的地。

水乡古镇，用文化“黏”住游客

吴江区的同里古镇可谓名满天
下，在众多的江南古镇中，同里是唯一
拥有世界文化遗产（退思园）的古镇。

“早些年，我们曾经说同里是‘千
年古镇，世界同里’，为了避免同质化
竞争，我们一直在挖掘同里独特的文
化底蕴。”吴江区委常委、吴江经济开
发区党工委副书记范建龙说，同里的
一大特点是历史上的文人特别多，出
过1名状元、42名进士、93名举人，古
镇小巷中，很多老房子、古建筑是文人
的旧居，因此，同里一直在挖掘其中的
文化元素。以前，远道来客大多只用
半天时间就游完同里，随着后来“夜游
同里”兴起，每到晚上，退思园里有昆
剧、苏州评弹等文化活动，华灯初上的
古镇，显出别样的情调，留住了游客。
同里的民宿业因此快速发展，目前拥
有200家左右，为了提高民宿的文化
含量，吴江区政府出台激励政策，投入
越大、星级越高的民宿，获得的补贴越
多，同里出现了一批高品质的民宿。

“文化含量很高的同里古镇‘苏式生
活’已成为留住游客的法宝。”苏州同
里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薛
闰说，此外，“同里之春”国际旅游文化
节、“同里杯”天元围棋赛、北联村油菜
花节、每年年底的暮鼓晨钟迎新年活
动，都让同里更具魅力。

相较于同里旅游“成名”较早，震
泽古镇是后起之秀，这个拥有2000多
年历史的江南名镇，是中国著名的蚕
丝之乡，古街上的师俭堂是一座反映
晚清工商绅士坐行经商时代特点和地
方特色的代表建筑，2006年成为国家
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一著名古建筑与
慈云寺塔、王锡阐墓等，共同构成国家
AAAA级景区。太湖流域源远流长
的蚕桑文化，在这座古镇依然十分发
达，一年一度的蚕桑文化节，让震泽成
为江南蚕桑文化的代表。

黎里古镇旅游也是后起之秀，这
座与同里一样拥有深厚文化积淀的
小镇，一水横贯镇中，人家枕水而居，
70 多条幽深的弄堂在河的两侧蜿
蜒，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古桥静卧河
上。近年来古镇围绕柳亚子纪念馆
拓展的南社文化，围绕特色小吃拓展
的美食文化，围绕六悦博物馆拓展的
民间收藏文化，让古镇拥有与众不同
的特质，因此声名鹊起，成为江南古
镇中的后起之秀。

目前，同里、震泽、黎里三个水乡
古镇均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列入“江
南水乡古镇”联合申遗名录。

吴江区副区长张炳高介绍说，
2016年国家旅游局公布首批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吴江是较早提出
向全域旅游迈进的先行者。吴江旅游
的目标是打造古镇、美食、文化、消费融
合发展的景区景点；旅游的深度吸引力
在于文化，挖掘古镇文化内涵，才能让
每个古镇具有不同的文化性格，才能吸
引更多游客，从而做强旅游业。

蚕桑文化，一根丝阐述江南

江南文化经典元素中，蚕桑和丝绸
必不可少，而吴江是蚕桑和丝绸文化发
祥地之一，用一根丝来阐述江南的魅
力，成为吴江旅游的一张名片。

在吴江城区，一座由仿古建筑组
成的旗袍小镇已开门迎客。旗袍小镇
项目负责人介绍说，小镇由三个区域
组成，以旗袍文化为主题，致力打造旅
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特色小镇，
项目分为西区、岛区和东区三个部分，
目前西区已经建成，共有17家企业入
驻，包括金剪刀、崔万志旗袍馆等，岛
区和东区正在或即将动工建设。

长期在新西兰工作的梁素云女士
是较早入驻西区的旗袍制作商。她说，
多年在海外经营服装，发现无论是中国

女性还是外国女性，对旗袍都情有独
钟，因为旗袍是最能体现女性美的服
装。听说吴江在建设旗袍小镇后，她和
丈夫一起从新西兰来到这里，专门制作
旗袍，现在有不同款式的六七十个品
种，吸引上海、苏州等众多游客定制旗
袍。“旗袍与丝绸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吴
江又是丝绸文化发祥地，因此选择到这
里创业，是理想的。”她说，这里有最好
的丝绸纺织企业，能生产顶级香云纱
（国家级非物质遗产、手工制作的真丝
面料），也能根据不同配比生产出丝毛
混合的面料，又有匠心独具的设计师，
因此，她落户这里后，事业很兴旺。

旗袍小镇之所以能成为吴江旅游
的“黑马”，就因为吴江有深厚的蚕桑
丝绸文化积淀。

2016年10月，震泽镇成为“丝绸
小镇”，是中国首批127个特色小镇之
一。如今，位于震泽的吴江丝绸文化创
意产业园中，苏绣、宋锦、缂丝……各种
华美的丝绸技艺，琳琅满目，交织融
汇。不同丝绸文化主题的缤纷呈现，让
人们感受到古代丝绸文化的魅力与现
代丝绸文化的多彩。在这里，人们能够
寻觅到先人智慧的“桑基鱼塘”，可以感
受到“一带一路”的丝路风情。和慈云

古寺隔頔塘河相望的创意园，一组建
筑，形态古朴典雅，靠河的建筑保留了
原来震丰缫丝厂的风貌，成为震泽丝绸
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符号。

吴江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石
荣介绍，近几年来，吴江以传统丝绸产
业为依托，大力开发丝绸文化旅游，先
后创建华佳集团丝博园、宋锦文化园、
山水丝绸等一批工业旅游示范点，让
传统的丝绸文化焕发出新的魅力，吴
江丝绸研学之旅还成功入选全省公布
的五条丝绸之旅精品线路。

异军突起，东太湖旅游闪亮崛起

除了水乡古镇、丝绸文化等旅游资
源，近年来，吴江东太湖旅游景点异军
突起，成为全域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江位于太湖东侧，辖区内有47
公里太湖岸线，水域面积120平方公
里，又称苏州湾，是宝贵的旅游资源。

目前，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已成为
省级度假区，正创建国家级度假区。

东太湖旅游的最大特色就是依托
烟波浩渺的太湖，打生态旅游牌。说
起临湖景点，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
管委会旅游发展科科长吴建东如数家
珍：北段是苏州湾旅游区，以东太湖生
态园为核心，拥有2000多亩森林公
园，有亚洲最美的音乐喷泉，观众最多
时达8万多人；阅湖台设计别出心裁，
延伸到太湖中，让人能够一览太湖秀
色；围绕水做文章，有国际游艇俱乐
部、帆船俱乐部，并配套有多家高星级
酒店。往南，有王焰温泉，坐落在园林
中，被誉为华东最美温泉；紧邻的苏州
湾梦幻水世界是亨通集团投资的文旅
项目，投资总额达80亿元，是一座水上
主题乐园，配套有七星标准的酒店、风
情街、商业街等。再往南，是太湖绿洲
风景区，以农业观光旅游为特色，不仅
有一般农业旅游的采摘垂钓，还有各
种奇花异草，边上还有一座江南花瓣
湾，种有2000多亩观赏玫瑰，配套有
民宿、太湖乡耕园等。再往南，就是南
怀瑾大师创办的太湖大学堂。吴江的
百里太湖岸线，已经成为百里风光带。

吴江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
董爱斌介绍，东太湖度假区既是苏州

“一核四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太
湖旅游度假圈中的重要一环。虽然东
太湖旅游是吴江旅游开发中的新军，但
发展迅速，目前致力打造成中国最美宜
居宜业宜游胜地、长三角最佳慢生活度
假区、江苏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发展的
后劲非常大。 策划 庾 康 董爱斌

撰稿 朱新法 李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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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8日，由国家科技部
火炬中心、江苏省科技厅联合主办的
第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在南京市江
宁区科技创新中心举行启动仪式。
这是一项针对具体技术创新需求、通
过“揭榜比拼”方式公开征集解决方
案的创新赛事。

本次挑战赛从 7 月延续至 12
月，将围绕江宁区智能电网、可再生

能源等6个国家级火炬特色产业基
地，广泛征集200项企业有效需求，
通过挑战赛对接解决方案，帮助企业
解决技术瓶颈和关键难题，加速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通过挑战赛对接成
功的项目将纳入江宁区政策支持范
畴，给予产学研合同金额20%的科
技创新券奖励。

（王世停）

本报讯 省政府办公厅16日印
发《关于完善根据环保信用评价结果
实行差别化价格政策的通知》，明确
对环保信用评价结果为较重失信（红
色等级）和严重失信（黑色等级）的企
业，其用电价格在现行电价标准基础
上，每千瓦时分别加价 0.05 元和
0.1元。

通知规定，用于执行差别化电价
政策的企业环保信用评价结果以每
半年最后一日“江苏省企业环保信用
评价系统”自动生成为准。省生态环
境厅分别于1月份和7月份的前5个

工作日内，汇总前半年评价结果为较
重失信（红色等级）和严重失信（黑色
等级）企业名单，报送省发改委、省电
力公司，用于执行差别电价政策。对
企业名称、地址等与用电户明显不符
或同一企业对应多个用电户等情形，
由市、县供电公司提出执行建议，报
送当地发改委、生态环境局共同研究
确定。

此外，差别化污水处理费政策由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当地生态环
境等部门参照上述差别电价政策适
时进行调整和完善。 （吴 琼）

本报讯 18日17点40分，随着
中铁十一局徐宿淮盐铁路项目的工
人将一对500米长轨顺利落入徐兰
高铁无砟道床承轨槽，标志着徐宿淮
盐铁路轨道铺设正式到达既有徐兰
高铁接轨处，向着本月26日全线达
到静态验收条件迈进重要一步。

此次徐兰高铁联络线铺轨共计
2.2公里。自徐州东站徐兰场出站向
北铺轨1公里到达徐宿淮盐铁路设
计起点，再通过徐兰高铁预留段进行
无砟道床铺轨 1.2 公里至接轨点。
中铁十一局集团徐宿淮盐铁路五标
项目副经理魏彦彬介绍，将徐宿淮盐
铁路和徐兰高铁进行“无缝对接”，通
过该条联络线可将徐兰高铁引入徐
州东站徐兰场（徐淮场），使徐兰高铁
从徐州延伸至连云港。

徐宿淮盐铁路自京沪高速铁路

徐州东站引出，终至盐城站，前后经
11个站，正线全长316.271公里，并
与京沪高速铁路、徐兰高速铁路、连
淮扬镇铁路、盐通高速铁路相连，与
连淮扬镇铁路形成徐宿淮扬镇铁路
通道，与盐通铁路形成徐宿淮盐通沪
通道。建成后不但方便苏北四个城
市的往来，还将形成一条重要的区域
性干线铁路，进而成为苏北城市群通
向外围城市群的客运交通骨干网。

徐宿淮盐铁路9月3日将联调
联试，今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未来随
着徐连客专等多条铁路建成通车，徐
州高铁站区枢纽将借助四条高铁、五
个方向的优势，形成北接北京、天津、
青岛、济南，南联上海、杭州、南京、合
肥、广州，东达连云港，西至郑州、西
安、兰州、乌鲁木齐的高铁运输网
络。 （梅剑飞 黄晨阳）

“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设计大赛上选手灵感泉涌

赛出的好点子期待落地开花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通知

环保失信企业将多缴电费

徐宿淮盐铁路联络线铺轨完成
与徐兰高铁“无缝对接”

中国创新挑战赛在南京启动
泗洪县沿湖

8个乡镇建成“水
上 生 态 牧 场 ”
13.85 万亩。图
为 18日，龙集镇
尚咀村“水上牧
场”合作社社员在
采摘莲蓬、捕鱼。

张连华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