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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省政协组织部分委员、
提案者和承办单位负责人5日赴常
州，以“提升信息化建设水平推动农
村产业振兴”为专题，就毛昌宁委员
提出的“关于加快我省农产品流通市
场信息化建设的建议”、余海鹏委员
提出的“关于推进‘互联网+’现代农
业 促进我省‘智能农业’发展的建
议”重点提案进行督办，省政协副主
席阎立参加并讲话。

阎立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
分认识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
性，贯彻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和省委十

三届六次全会精神，从大力推进“四
化同步”发展、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以及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
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度，积
极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水平，按照省
委、省政府总体部署，注重政策配
套、服务能力建设、适用技术攻关和
教育培训，不断促进我省农业农村
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迈上新台阶。
要凝聚各方力量，推动农业信息化
建设取得新进展，为推进现代农业
发展和乡村振兴，助推高质量发展走
在前列、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贡献
智慧和力量。 (顾 敏)

省政协督办
推动农村产业振兴重点提案

本报讯 江苏大剧院“戏聚江
南”戏曲艺术展演6日正式启幕。此
次展演将从9月延续至12月。

9月6日-7日，上海越剧院的两
部越剧经典作品《双珠凤》《梁山伯与
祝英台》为本次系列展演拉开序幕。
接下来，安庆黄梅戏剧院黄梅戏《天
仙配》《女驸马》、江苏省演艺集团昆
剧院昆剧精华版《牡丹亭》等经典剧
目以及南京市越剧团实验越剧《僧
繇》、上海昆剧团实验昆剧《椅子》等

以青年市场为主体的小剧场实验戏
曲，也将陆续上演。上海越剧院、国
家一级演员方亚芬、徐标新，江苏省
演艺集团昆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孔爱
萍，国家二级演员施夏明以及南京市
越剧团副团长张玲齐聚一堂，向现场
观众近距离展示戏曲艺术的魅力。

作为江苏大剧院2019年的艺
术板块策划之一，“戏聚江南”将成
为继“江南之声”之后的又一场艺术
盛宴。 （王 慧）

江苏大剧院“戏聚江南”启幕

本报讯 “基建通”微信公众号
近日发布千亿级省交通集团公开披
露公告大数据综合对比，江苏交通控
股有限公司总资产、营收、利润等方
面排名全国居首。

江苏交通控股去年总资产达
4540.27亿元，从全国第9名跃升至
第 2名，增长率高达 55%。去年 5
月，江苏省铁路集团成立，由江苏交
通控股通过增资将所属江苏铁路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改建。江苏省铁路
集团总资产 1500 亿元，其中占股
89.91%的江苏交通控股总资产由此

大幅增长。盈利能力考验企业的经
营模式和发展质量。去年，江苏交通
控股利润总额达152.21亿元，同比
增长29.96%，维持上年排名，继续保
持全国第一；净利润120.07亿元，同
比增长38.03%，再次摘得全国第一。

江苏交通控股经营业绩稳中向
好，发展质量好中向优，得益于主业
高质量经营，路桥业务持续保持全国
领先；非路桥企业质效实现双增，金
融板块整体发力，能源板块持续向
好，运输物流板块稳中向优，路桥关
联业务板块发展提速。 （梅剑飞）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利润总额全国居首

本报讯 由江苏省广播电视
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和江苏省
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主
办的“光影留声 一路同行——江苏
广播电视系统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主题活动6日在南京荔枝大
剧院举办。

主题活动以时间为序分“初创·
坚守”“绽放·奋进”“融合·未来”3个
篇章，通过纪录短片、情境表演、诗朗
诵、歌曲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回顾
全省广播电视工作70年发展历程以

及最有代表性的事件、人物、作品
等。既展现老一辈广电人在技术落
后、条件艰苦的局面下，不畏艰难的
奉献精神；也展现改革开放以来，广
播电视技术不断进步，广播电视事业
产业突飞猛进，优秀广播电视节目百
花齐放，在舆论引导、资讯服务、综艺
娱乐、民生服务等方面大发展大繁荣
的辉煌景象；更对党的十八大以来，
走进新时代的江苏广播电视开拓奋
进，勇于创新，媒体融合的全新阶段，
展开美好憧憬。 （高利平）

江苏广电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本报讯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学术论坛全省法政类学
会专场活动7日上午在省委党校举
行。论坛以“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为主
题，从不同角度、多个层面展现新中
国成立70年来的光辉历程、伟大成
就和宝贵经验，总结阐发蕴含的规律
性认识和启迪意义。

与会专家一致表示，总结新中国
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进程与基本经验，对于推进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
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更好地牢
记社科理论界的初心，担当起社科理
论界的使命，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阐
释，掌握话语权和解释权，为党和人
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进一
步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推
动社科理论界更好地关注民生发展
问题的研究；进一步聚焦理论成果的
深化和转化，为江苏高质量发展献计
献策。 （杨 丽 孙 敏）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学术
论坛全省法政类学会专场举行

本报讯 招商工业海门基地建
造的中国第一艘极地探险邮轮6日
命名交付，标志着中国企业逐步掌握
邮轮的设计、建造以及配套管理，在
这一领域实现零的突破。当天，总投
资200亿元的邮轮制造基地、邮轮配
套产业园、国际邮轮城在海门奠基，
预计到2022年，可实现两艘13.5万
吨级邮轮同时开工建造。

此次交付的“1号邮轮”是招商工
业极地探险邮轮系列项目的首制船，
船长104.4米、型宽18.4米，设计吃水
5.1米，船舶总吨8035吨，最高航速

16.3节，设有135个舱室，可承载254
人，集娱乐、休闲、美食、海洋探险、水
上运动等设施于一体，可航行于全球
各大海域，开展南北极探险。该船还
首次采用安全返港技术，即便遭遇驾
驶室失水、失火等紧急情况或恶劣海
况，续航能力也能达到1500海里。

“1号邮轮”技术团队平均年龄
只有30岁，在一年半的建造周期内，
攻克安全返港、薄板焊接变形、振动
噪声控制等100多项技术难题，比合
同工期提前两个月交付邮轮。

（徐 超 俞圣彤 俞新美）

中国首制极地探险邮轮
在海门交付

回望十年：
一枚石子激荡时代浪潮

一年一聚首，人们在太湖之滨共
议物联网发展大计。从“创新物联时
代 共享全球智慧”到“物联世界共
创未来”，再到“数字新经济 物联新
时代”，世界物联网博览会每年都有
一个引爆全场的关键词。今年，这个
关键词叫“十年”。

十年前，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
落户无锡，拉开中国物联网发展的序
幕；三年前，无锡成功举办首届世界
物联网博览会，在世界物联网版图烙
下“太湖印记”；一年前，省委书记娄
勤俭提出“世界物联网发展看无锡”，
为无锡物联网发展确立更高定位。

无锡十年的成长刻度，标注中国
物联网的发展高度。回望十年，人们
看到，去年中国物联网产业规模达1.5
万亿元；光纤、红外传感器技术达国际
先进水平，5G技术国际领先；智能家
电、家庭安防、车联网等消费型物联网
应用爆发增长；超百万的窄带物联网
基站连接数达1.5亿，建成全球规模
最大的窄带物联网网络。工信部副部
长王志军在致辞中给出判断：“经过积
极培育、大力扶持，我国物联网产业迈
入规模化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回望十年，人们看到，江苏自觉扛
起为全国发展探路的使命，先行先试、
大胆探索。无锡形成引领发展、辐射全
国的物联网产业格局，南京、苏州等城
市成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创新发展的战略高地。全省从事
物联网核心业务的企业超过3000家，
去年实现业务收入6100多亿元。先进
传感器、嵌入式CPU、无线连接芯片等
一大批核心产品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智
能控制、通信协议、协同处理等一大批
关键技术取得重要突破。

回望十年，人们看到，无锡作为
中国物联网发轫之地，产业链条在这
里率先构建，创新技术在这里先导策
源，优质资源在这里先行集聚，示范
应用在这里先试探索。无锡市委书
记李小敏在峰会上饱含深情地说：

“十年前，在无锡投下的一枚神奇石
子，激起物联网发展的阵阵涟漪，如
今已激荡成物联网发展的滚滚波涛，
汇聚成物联网发展的时代浪潮。”

瞩目当下：
太湖之畔领略智慧之美

太湖，是江苏的明珠；物联网，是
江苏产业的明珠。2019世界物联网
博览会，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
的与会嘉宾、业界大咖、企业精英相
约太湖之畔，领略得天独厚的风光之
美，也感知这里的产业之美、创新之
美和人类智慧之美。

手机下单，后台匹配，工厂定制，
“孤品”出炉。在物博会展览展示馆
里的海尔物联生态展台，客户只需在
智慧商店里留下衣服尺码、款式、颜
色、面料等信息，海尔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COSMOPlat就会自动与工厂
对接，顾客可以在手机上查询工厂的
排产情况。“数字驱动的工业新生态
让‘人单合一’成为可能，从而满足用
户的个性化需求。”海尔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目前COSMOPlat已孕育出
建陶、房车、农业等15类行业生态子
平台，在20个国家复制推广。

双手插兜坐上副驾，过一把无人
驾驶的瘾。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创
新应用展示体验区前，热情的市民排
起长队。“智能后视镜、红绿灯信号和
路口高清摄像头组成一个通信网络，
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海量获取道路信
息，并实现毫秒级响应。”项目负责人
洪涛介绍，去年，无锡率先部署全球
首个LTE-V2X车联网大规模城市
级应用示范项目。目前，该项目已覆
盖无锡城区170平方公里、道路总长
280公里，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车联
网示范应用网络。

胶带大小的通信基站，5G赋能
的工厂大脑，扫码即可租用的便携共
享式雾化器，能够还原老电影画质的
最新一代AI芯片……在无锡太湖博
览中心的物博会展馆，生产场景正在
向“智能”加快重构，生活场景正在因

“智联”加快重绘，城市场景正在靠
“智慧”加快重塑。曾经人们想象中
的“未来”，触手可及。

展望未来：
万物之水涵养更多奇迹

烟波浩渺，渔舟翩翩，初秋的太
湖，正是最美的时节。在太湖之滨眺
望远方，三万六千顷碧水，润育万物，

契合了物联网的独特气质，滋养了物
联网发展的肥沃土壤，也预示着，在这
里，物联网产业将有更美好的未来。

“2022年，全球物联网连接数将
超过170亿；2025年，全球物联网产
业将达1.1万亿美元。可以说，在经
历概念驱动、示范引领之后，物联网
产业已全面爆发。”中国联通总经理
李国华在演讲中表示，5G的飞速发
展，将延展人们对现实和未知的感
知，引爆全球数字经济转型，推动物
联网从“万物互联”迈向“万物智联”。

5G变革，中国站在最前沿。以
技术创新为引领、以行业应用为抓
手、以体制机制为保障、以基础设施
为支撑、以安全保障为基石，中国正
与全球业界一道，携手构建5G时代
的物联网生态体系。

“从主机时代到个人计算时代到
移动计算时代，再到现在人机物广泛
融合的新计算时代，新工业革命已经
听到隐隐的春雷、看到微现的晨曦。”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事科学院副院长梅宏认为，面向实体
经济演进升级的工业互联网，将实现
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面
链接，构建新的工业生产制造体系和
服务体系。

“中国是未来出行的驱动者。”大
众汽车集团（中国）执行副总裁与董
事穆拓睿预言，中国将成为推动未来
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未来技术
发展的驱动者。

探索“未来出行”，无锡孕育希
望。作为全国首个车联网先导区，无
锡正在加快推进车联网城市级示范
应用项目建设，到今年底，全市400
个道口、260平方公里区域将全面完
成基础设施改造、网络建设、应用软
硬件开发、示范展示、用户发展；到明
年上半年，国内首条自动驾驶高速公
路测试平台也将在无锡建成，一个开
放融合、创新发展的车联网产业生态
呼之欲出。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水
是丰收酒，湖是碧玉杯。万物智联时
代，物联网发展的未知远远大于已
知，物联世界的聪明远超想象。未来
物联网发展看中国，看江苏，看无锡，
一定能看到更多发展的奇迹。
本报记者 马 薇 浦敏琦 方思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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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2019世界物联网博览会在无
锡盛大开幕。无锡，这个世界地图上的“一
小点”，再一次成为中国“物联”世界的大通
道、世界“感知”中国的大窗口。

从实验到市场，从单点突破到全面开
花，从改变生活到改变社会，太湖之滨的物
联网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点亮今天，更
照耀未来。正如省委书记娄勤俭在2019世
界物联网无锡峰会上充满自信的宣示：“未
来物联网发展看中国，看江苏，看无锡！”

“您开车时，被一辆大车挡住视
线，看不清红绿灯。不要急，车里的
V2X车联网系统会给您提示。通
过路口前，系统会综合红绿灯时长、
车与红绿灯的距离等因素，告诉您
最佳通过车速，减少停车、起步，节
约能源。”在2019世界物联网博览
会上，一名汽车研发工程师这样描
述V2X车联网的本领。

展示车内，安装方便司机观看、
操作的人机交互界面以及信号接收
设备。V2X车联网除了在车辆与
路侧设备间互动，具备帮司机看路
等“车路协同”功能，还有车人协同
能力——路边摄像头采集行人数
据，在数据传输上云后，再由云传递
到车辆，可提示司机及时避让行
人。今后，车辆之间还可通过传感
器进行通信，实现车车协同。

物博会上的5G无人驾驶体验
区，总有人在排队，等待上车体验。
一辆七座、最高时速50公里的无人

驾驶巴士，车内除了座椅，最醒目的
设备就是人机交互面板。“高科技藏
在车辆底部、电池仓、车头保险杠
中。”苏州金龙公司技术人员司炎鑫
说，这些高科技包括：相当于车的大
脑的无人驾驶控制器、定位车的位
置及行驶方向的惯导系统、控制行
驶、刹车、转向的线控执行单元和激
光雷达、毫米波雷达、10个摄像头
组成的感知系统。

乘客点击启动按钮，车开始行
驶。前方有障碍物，它会计算是否
能够安全通过；转弯时会计算转弯
半径、自动降速；在设定的车站、终
点停车，也可由乘客按钮停车。技
术人员先在车里装上方向盘，进行
人工驾驶，车辆在行程中自动采集
地图数据。下次出门，它就认识这
条路。目前，这种无人驾驶巴士可
在景区环线、展会区域等封闭或半
封闭的环境行驶。

本报记者 徐冠英

物博会上看“智慧的车”
本报讯 6日，2019世界物联

网博览会举行中欧物联网无锡峰
会，500多位来自全球物联网领域
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界同仁相聚一
堂，深入探讨物联网前沿技术及产
业生态。专家认为，物联网从愿景
走向现实，国产传感器任重道远，要
重视技术创新，尤其是智能传感技
术的攻关。

众所周知，实现万物互联，海量
的数据采集都来源于传感器，因此
传感器技术决定整个物联网行业的
水平高低。当前各国都很重视发展
传感器产业，根据统计，2016年到
2020年，全球传感器市场复合增长
率达11%，2021年接近2000亿美
元的市场规模。我国的传感器产业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30%，远高于全
球平均水平。

“我国传感器产业已形成从
研发、设计、生产到应用的完整产
业体系,但总体与国际先进水平

尚有差距，高端智能传感器近
80%依赖进口。”中科院微电子所
副所长陈大鹏介绍，现在各个城
市都很重视新一代信息技术发
展，物联网企业遍地开花，各种新
应用、新模式层出不穷。大家也
知道传感器的重要性，但其盈利
能力明显不如产品和工程，因而
企业投资热情不高。

作为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核
心区，无锡高新区正努力探索解决
智能传感器难题。该区把智能传感
器列为重点支持的方向之一，并建
立微纳园，汇集物联网上下游资源，
致力于解决传感器产业的材料、工
艺、设计等难题，已聚集300多家传
感器及相关企业。目前美新半导体
成为全球消费类电子市场最大的
MEMS加速传感器供应商，还有中
感微、艾立德、龙微科技、圣敏传感
等企业产品占据国内外主流市场。

（浦敏琦）

国产传感器攻关任重道远

本组图片：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记者

刘 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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