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10 月 29 日 星期二

10

江西·综合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AILY

本版主编：
韩凯 责任编辑：
张卓敏 美术编辑：
郭小溪 制作：
李勋
中国商务新闻网——国家一类新闻网站：
http://www.comnews.cn

江西 VR 产业正逐渐由“虚”变“实”
□ 本报记者 张卓敏 张君
江西省在全球虚拟现实（VR）领域实现
了从“发声音”到“树品牌”的转变。通过举办
世界 VR 产业大会，江西已经成为全球 VR 领
域的重要力量，VR 已经成为该省经济发展的
一张新名片。
日前，在江西举行的 2019 世界 VR 产业
大会共签约项目 104 个，其中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8 个、投资合作项目 96 个，投资合作项目
签约总金额 652.56 亿元。
会上，江西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刘翠
兰表示，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开放型经济稳中
有进，稳中提质。在全球投资放缓的背景下，
全省利用外资现汇进资增长 9.68%；自营外
贸出口增长 28.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 11.2%，增幅全国第一；对外承包工程营业
额居中部第 2 位、全国第 9 位；赣欧班列数量
居中部第 2 位，铁海联运线路数量和运送箱
量均居中部第 1 位。
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在中国 VR 市场份
额中，71%的份额属于企业级市场，29%的份
额属于消费市场。其他国家可能正好相反，
70%是面向消费者，30%面向企业。在中国，
很多企业都在应用 VR，包括设计、教育、医
疗、展会、广告、旅游等等，许多行业都在使用
VR，只是使用方式不一样。
江西省率先发布全国首个省级 VR 产业
发展规划，制定 VR 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行动计划，印发行动方案，编制 VR 产业链
图、技术路线图、应用领域图、区域分布图，构
建形成“五大目标、四大重点、一大布局、七大
工程、五大保障”
的 VR 产业发展行动纲领。
五 大 目 标 。 一 是 打 造 VR 产 业 集 群 高
地 。 VR 产 业 链 条 基 本 健 全 ，年 产 值 超 过
1000 亿元。二是打造 VR 技术创新高地。组
建 VR 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 2－3 个 VR 产
业相关的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三是打造
VR 应用示范高地。建成一批 VR 应用示范
基地。四是打造 VR 人才集聚高地。培育引
进 100 名以上 VR 领域的高端研发人才和高
级管理人才，吸引 50 个以上国内外高水平创
业团队，累计培养 10000 名以上 VR 产业专
业人才。五是打造 VR 政策环境高地。形成
适应 VR 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标准体

系、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开放合作机制、创业
政策利好，VR 企业、项目、技术、人才和
据悉，江西省 VR 产业已经全面开花 。
创新体制机制、特色文化氛围和良好营商环
资金不断向江西汇聚、向南昌集中。2018
南昌市 VR 产业基地“四大中心”
“四大平台”
境。
年，江西省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全面完成改造提升，南昌 VR 标准检测平台
本报讯
四大重点。一是发展 VR 核心产业，强
3697 亿元、增幅达到 20.7%，规模居全国前
成为全国首个获得行业资质认定证书的检测
近日，各地主要
化产业供给能力。包括 VR 硬件设备和 VR
10，利润总额增长 49.4%。今年 1-8 月，实现
机构，展示中心采用先进“AR 全息成像”技
经济指标陆续出
软件产品。二是发展 VR 配套产业，夯实产
营业收入 2573.8 亿元，居全国第八、中部第
术，实现裸眼可视化动态展现。VR+世界级
炉。经国家统计局核
业发展基础。包括传感器、新型显示、电子材
一，利润总额 111.1 亿元，居全国第五、中部第
特色小镇正式奠基开工。融合运用 VR、
定，前三季度江西全省地
料等。三是发展 VR 融合产业，激发转型升
一。截止今年 9 月，江西省建成 5G 基站近
5G、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以及人工智
区生产总值 17176 亿元，同比
级动能。加强 VR 与其他行业的深度融合，
1000 个。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
能等诸多最新技术的华为 5G+VR 展
增长 8.6%，增速与上半年持平，
推广 VR 应用示范。四是发展 VR 关联产业，
信息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物联网产业去年破
示中心正式启用。省级 VR 制造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4%，增长速度
拓展产业发展领域。包括人工智能、5G、云
500 亿元，今年有望突破 800 亿元。集群势头
业创新中心正式运作并加快创
居全国第四、中部第一。
“ 江西速度”继
计算服务、数字创意等新型业态。
加速。去年大会期间签约的大会期间签订的
建国家级中心平台的步伐。
续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11 个设区市中，
一大布局。构建“一核心、两体系”产业
154 个项目注册率超过 90%，开工率和投产
南 昌 GDP 达 到 4103.49 亿 元 ，这 也 是 该 市
布局。以南昌市为“一核心”，聚力打造 VR
率均超过 80%。南昌现有 VR 注册企业 100
产业生态链。依托吉安、赣州、九江、上饶、新
多家，南昌 VR 产业基地已落户世界 500 强企
余、萍乡、赣江新区等地建成 VR 硬件配套基
业 2 家、国内 500 强企业 2 家、行业龙头企业 3
地体系，鼓励鹰潭、上饶、九江、宜春、抚州、赣
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1 个。
州等设区市形成软件服务平台体系。
此外，为促进 VR 产业快速发展，江西发
七大工程。一是产业集聚工程。重点是
布 5G 产业规划，制定 18 条专项扶持政策，支
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和布局重点产业载体。二
持 5G 和 VR、超高清视频技术融合发展。大
GDP 首次迈入四千亿的门槛。
是龙头培优工程。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建立
会前夕，在去年 13 条政策基础上，
江西省再出
面对依旧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江西经济依然稳得住、进得好。
重大项目管理机制。三是创新载体工程。争
台 33 条升级版措施，拿出真金白银实打实地
据南昌海关统计，前三季度，江西省累计实现进出口总值 2513.2 亿元，同比
创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创新创业孵
支持 VR 企业产业发展。比如，
对新成立、
增长 1.7%，其中出口 1797.2 亿元，同比增长 2.2%；进口 716 亿元，同比增长
化平台。四是网络提升工程。推进 5G 规模
新入规企业，给予 10 万~30 万资金扶
0.5%。进出口均实现年内首次正增长。
组网建设及应用示范工程项目建设，加强高
持；
对产值首次超过 1000 万~5000
前三季度，江西省外贸呈现企稳回升的态势，其中，生产型企业出口增长稳定且
速骨干光纤网络建设。五是行业应用工程。 万元企业，
给予 30 万~100 万一
增速较快。剔除季节性因素，去年 9 月份以来，江西省生产型企业出口连续保持两位数
实施 VR+各个行业应用示范。六是民生应
次性奖励；对并购境外或省
增长。今年前三季度，生产型企业出口 916.9 亿元，同比增长 16.9%，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
用工程。重点推进 VR 在司法、教育、医疗、
外科技型企业，
分别按并
51%，
较去年同期提升 6.4%。
社区服务、城市管理等民生领域的应用。七
购额 10%和 5%给予
今年前三季度，江西省加工贸易快速增长且增速全国领先。数据统计，江西省加工贸易进出
是信息安全工程。建设统一的 VR 信息安全
一次性补助等等，
口 582 亿元，同比增长 32.1%，增速居全国第二，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23.2%，较去年同期提升了
防护平台，
加强安全风险信息共享。
并要求各市、
5.3%。
五大保障。一是健全财政投融资机制。 县（区）配
南昌、九江、赣州外贸龙头效应明显，前三季度进出口分别增长 25.1%、3.8%和 14%；赣州加快对外开放
充分运用财政政策、资金、体制等多种工具手
套 奖
步伐，
积极承接广东产业转移，
前三季度生产型企业出口 562.3 亿元，同比增长 32.4%。
段，支持龙头企业做强做大。二是强化创新
励。
重大项目是推进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江西省前三季度重大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省大中型项目
支撑能力。鼓励支持创新产品与服务的推广
完成投资 4635 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 71.8%，萍乡市、赣州市、新余市完成进度居全省前列，分别为 80.8%、78%、
应用，探索建立产业创新合作机制。三是提
76.4%;省市县三级推进开工重大项目开工率达 79.6%，萍乡市、吉安市、九江市开工率居全省前列，分别为 91%、83.2%、
升市场供需水平。丰富 VR 创意内容和形
81.9%。
式，加强展示、互动功能，强化用户消费体
今年以来，江西省各级各部门牢固树立
“项目为王”
的理念，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加快建设，前三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验。四是夯实人才保障基础。加大
长 9.4%，较全国平均水平高 4 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 6 位。浩吉铁路(原名蒙华铁路)、井冈山机场二期扩建、赣州黄金机场改扩建、
VR 领域高端人才引进力度，完善
汉腾汽车三电零部件二期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产业项目建成投产，
为我省夯实了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之基。
省内高端人才政策资源。五是
据悉，按照省委、省政府“大干项目年”活动部署，今年江西省级层面明确重点推进 2256 个省大中型项目，以及 2068 个省市县三级推
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全力办
进开工重大项目。为推动项目加快实施，江西省建立省政府领导挂点重大项目机制，健全省重点工程管理、省大中型项目推进清单、重大项目
好世界 VR 产业大会，积
前期工作协调等机制，将重大项目推进工作纳入全省高质量发展考核，实行按季调度通报制度，每季度通报各地、各部门、各企业所属项目的进展
极参与中外 VR 领域
情况，
形成抓好项目、抓大项目的浓厚氛围和强大合力。
（张卓敏）
国际交流合作。

江西外贸呈现企稳回升态势

安徽双凤经开区
新开工超高产杂交水稻项目

北 京 营 商 环 境 得分再次提升
本报讯 世界银行日前发布的《全球营
商环境报告 2020》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在
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31 位，较去年
大幅提升。北京作为样本城市，得分 78.2
分，在去年大幅提升的基础上，今年再次提
升 4.6 分。其中，北京开办企业、获得电力、
执行合同等 3 个指标进入全球前 20 名，为
企业和群众大大释放了改革红利。
北京日记摄影有限公司今年在北
京朝阳区申请企业开办业务。办事
人员在市企业登记“e 窗通”平台
完成执照、公章申领操作，经
审核通过后，办事人员当
日抵达市场监管局登

本报讯 随着
海南自贸试验区（港）
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中央
企业将把握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带来的新机遇，进一步提
升与海南的合作水平，共同推进中
央企业和海南的高质量发展。

记注册大厅，仅用时 9 分钟就领取到营业
执照和公章，与以往耗时 3 天相比大幅提
高了办事效率。
奇安信集团是一家注册在北京西城区
的民营网络安全企业。
“感受最深的是政府
推行企业服务包制度，在办公场地、人才引
进、税收等方面，企业享受到‘一对一’贴心
服务。”
奇安信集团助理总裁朱萌说。
企业开办便利度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
考核的重要指标。
“世行的标准为改革提供了
一套可量化、
可对比的标准体系。
”
北京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营商政策处处长伊元甲说，
相关部门按照企业和群众的需求重新梳理流
程，
从以前的
“政府端菜”
转向
“百姓点菜”
。

今年的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北京的建
筑许可办理时间压缩了 32%，环节压缩了
18%，排名从去年的 132 位跃升至 32 位，
实现了跨越式提升。
“这既是北京市政府主动作为、锐意改
革的集中体现，也是不断深化审批制度改
革、大力推进‘一网通办’的成功实践。”北
京市副市长王红说，北京在全国率先推行
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审批、监管、验
收、登记全封闭式项目管理模式，构建“多
规合一”
“ 多图联审”等高效审批模式。14
个审批部门的审批职能能取消的坚决取
消，能合并的立即合并，审批服务事项由
224 项精简至 107 项。原来涉及 7 个部门

8 个事项的专项竣工验收改为联合验收。
“本来要花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批，我们只用了 3 个工
作日就完成了！”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
区项目有关负责人说，目前项目一期工程
已基本完成钢结构搭建，进入游乐设施安
装阶段，预计 2020 年完工，2021 年上半年
正式开园。
优化营商环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为促进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更好地落
地，北京探索“问题清单”
“高位调度”与“宣
传培训”组合的常态化推进方法。伊元甲
说：
“ 对于发现的问题将建立台账清单，条
条有落实、件件有回音。
”
（张超）

黑龙江黑河：
“寒地”孕育热产业
本报讯 水飞蓟籽油、大豆冰激凌、寒
域中药材……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七届黑
龙江绿色食品产业博览会和首届黑龙江
中医药产业博览会上，黑龙江省黑河市

推出的“寒地”系列农产品及中药材吸引
色生产技术标准、绿色农资供应、质量监
了不少目光。
管认证、绿色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七大体
黑河是中俄边境城市，位于黑龙江省
系”建设，目前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已
北部，冬长夏短，冬季寒冷干燥。每年 7
达 387 万亩。
个月的寒冬，让耕地得以充分休养生息，
在发展中医药产业方面，黑河同样凸
农作物病虫害发生率较低。此外，黑河市
显“寒地”特色。黑河市北药研究开发中
黑土层平均厚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6-8
心工作人员介绍，全市生物多样性富集，
倍，碱解氮、速效钾、速效磷全部达到国
依托独特资源和环境优势大力发展人参、
家一类土壤质量标准。
五味子、黄芪、金莲花、白鲜皮等寒地药
这是日前从国务院国资委与海南省委、省政府在
今年 8 月，黑河市发布“极境寒养”农
材，目前中药材种植面积 13.5 万亩，中药
北京共同主办的一场以“全面推进海南自贸区（港）建设”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旨在整合黑河市全域
材种植户达 1400 余户。
为主题的座谈会上了解到的信息。
产业资源，筛选市域内优秀产品，形成统
依托“寒地”，黑河在发展特色农业及
国资委主任郝鹏在座谈会上表示，国资委大力推动中央企
一形象推向消费市场，从而提高农业效
药材种植的同时，也成为寒区试车产业发
业与海南开展合作，央企助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建设自贸区
益、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民增收。
展的热土。
（港）迈出了坚实步伐，取得了良好开局。目前已有 21 家央企与海南签
印有“极地寒养”品牌标志的蓝莓系
1989 年冬季，一汽集团的解放卡车
署战略合作协议，中国旅游集团将总部迁入海南，中国电科、招商局集团等
列食品在黑龙江绿博会上成了“ 明星产
率先在黑河开启寒区汽车测试。经过多年
央企在海南共设立了 23 家区域总部、国际总部、结算总部等，注册资本金达
品”，引来众多消费者和代理商。黑河市
产业孵化，黑河寒区试车产业快速发展，试
350 亿元。
坤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德坤
验种类和范围不断扩大，试验单位、试验车
此外，中国石化、中国远洋海运等企业推动了一批对自贸试验区（港）具有重要
说，公司生产的蓝莓产品立足于黑河
辆、试验人员逐年增加，寒区试车经济呈现
支撑作用的大项目加快落地，中国华能等企业发起设立的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有望
得 天 独 厚 的 优 势 ，原 料 使 用 纯 天 “爆发式”增长势头，目前承担全国 80%以
本月正式运营，中国旅游集团投资 128 亿元建设的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已取得重要进展。
然 无 污 染、无 农 药 残 留 的“ 寒
上的寒区汽车测试工作量。
郝鹏表示，当前海南正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贸区（港），中央企业将充分发挥业已形成的
地”野生蓝莓，配方最大限
今年 9 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正式授
合作优势，把握好海南全方位对外开放、改革先行先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及建设国家生态
度保留蓝莓的营养成
予黑河市“中国黑河汽车寒区试验基地”
文明试验区等四方面的机遇，
进一步深化合作。
分。
称号，标志着黑河寒区试车迈上新台阶，
“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基础上，我们将加强指导和引导，鼓励支持央企投资海南、布
近年来，黑河
成为发展冰雪经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局海南、建设海南、发展海南。”郝鹏表示，国资委将扎实做好产业指引、对接合作、信息交流等工作，为央企
市着力推进绿
的重要内容。
（刘赫垚）
持续深化与海南的合作提供更好的支持与保障。
（王希）

央企与海南共同推进自贸试验区（港）建设

本报讯 近日，安徽袁粮水稻产业有限公司
超高产、强优势杂交水稻生物技术育种及产业化
项目在安徽长丰（双凤）经济开发区开工。该项
目总投资 3.15 亿元，占地 60 亩。项目建成达产
后，每年生产经营杂交水稻种子 850 万公斤，
Y58S 不育系亲本种子 150 万公斤，预计可实现
年产值 6.7 亿元。
据悉，安徽袁粮水稻产业有限公司系一家农
业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依托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强大的技术优势，主要从事超级杂交
水稻新品种的研发、生产及营销、超级杂交稻高
产高效集成栽培模式研究与推广应用、优质稻米
的产业化开发及生物育种交易等。
该公司独占拥有最新的两系杂交水稻不育
系 Y58S，为全国 60 多家科研院所及 40 多家种
子公司提供母本。其独家开发的第三代超级杂
交水稻苗头组合两系杂交水稻新品种“Y 两优 2
号”
，是目前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最新代表成果，
具有爆发性增长、大规模产业化并形成支柱产业
的巨大潜力。
（葛丽娟）

第二届进博会服务贸易展区
集中首发新品
本报讯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在
即，
诸多
“首发”
新品和技术相继
“浮出水面”
。
据第二届进博会服贸展区负责人陈文璇介
绍，皇家加勒比邮轮将在本届进博会全球首发世
界最豪华邮轮“Wonder of the Seas”。据悉，
该艘造价超过 10 亿美元的世界最大、最贵邮轮目
前已在法国圣纳泽尔大西洋造船厂启动建造，
将于
2021 年下水并部署中国母港，
为来自世界各地的
中外游客提供全年母港游轮航线。这艘邮轮将在
第二届进博会期间首次开始接受客户预定舱位。
服务贸易展区相关负责人陈文璇接受采访
时透露说，进博会服务贸易展区定位“最强大脑
打造迷你地球”，首届参会展商早早预定并增大
下一届参展面积，首届成交成效显著。她说，迪
卡侬投资开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迪宝”也将亮
相第二届进博会服贸展区，可应用于实体商场场
景内，实现全品类产品自动盘点；SGS 的 5G 实
验室，可为车联网软件及硬件提供检测服务，为
5G 通信技术在汽车行业的落地应用提供技术保
障；奥运会全球信息技术合作伙伴源讯推出的
“物联网咖啡机”
，能通过物联网技术控制相关物
料的投放和补充；达飞集团推出为中国食品贸易
企业定制的冷藏物流解决方案。
（顾春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