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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数字活力，共享数字红利。日前，第三届数字中国建

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等数字技术发展应用，发布超百项数字经济应用场景。

潮涌东南，浪拍江苏，我省一系列数字建设成果也在峰

会上亮相。《科技周刊》记者列数今年来我省数字抗疫、数字

政务及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成果看到，数字江苏全景地图分

外引人注目。

数 字 抗 疫 赋 能 智 慧 医 疗
变革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凸显数
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第三
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开幕式视频致
辞中表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
用，极大提高了我国对新冠肺炎诊断
预测和治疗的水平，“在今年新冠肺
炎疫情之初，我们就通过 1000 多个
全国新冠肺炎患者的大数据，了解病
人的疾病潜伏期、临床特征等，对疾
病的早期诊断、鉴别诊断起到重要参
考作用。”

在江苏，各部门、企业以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
术为驱动，开展的疫情防控、医疗救
治、复工复产的典型案例数不胜数。

今年 2 月份，江苏省苏北人民医
院杨扬医生为黄石市居民胡先生提供
了网络视频问诊服务，对胡先生提出
的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专业解
答。疫情期间，黄石市居民通过“江
苏—黄石医疗服务在线”平台完成问
诊成为日常。江苏省卫健委工作人员
介绍，疫情发生后，该平台迅速上线并
入驻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人员作为问
诊医生，黄石市及湖北省居民用手机
连接系统，即可通过图文问诊或视频
问诊两种方式，获得常见病、心理咨询
等免费医疗咨询，同时，江苏省还使用
了人工智能技术，为黄石提供了 AI 找
医生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智能筛查服
务，方便黄石居民就诊。

“有了这些实时电力数据，整个
行业上下游的复工复产情况一目了
然，太方便了。”回忆起疫情期间每天
都盯着看的“企业上下游产业链复产
率分析图”，海信容声（扬州）冰箱有
限公司总经理于国强连声称赞。于
国强口中的分析图来自于“江苏抗疫
复产电力大数据云网”。“这是国网江
苏电力为保障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建
立的信息平台。”国网扬州供电公司
营业及电费室主任汤晓峰介绍，用电
量是判断企业复产真实情况的“晴雨
表”。该平台以电力大数据技术为基
础，对省内每个地区、行业、产业进行
多维数据分析，为政府、企业复工复
产提供有力的技术和数据支撑，立下

“汗马功劳”。

位于南京栖霞区的燧坤智能公司
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发掘疾病作用靶
点、发现已知药物新适应症、提升新药
筛选效率。公司 CEO 曾亥年介绍，疫
情期间，公司利用自主开发的人工智
能文本挖掘及预测模型，完成了对药
物数据库和大量过往文献研究内容的
筛选挖掘，从超过2000万篇发表文献
中，筛选出了数十个已报道对SARS等
冠状病毒有抑制效果的药物化合物，
整理成可作为潜在抗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的“老药新用”候选药物
列表，向临床机构、科研院所及生物医
药企业免费公开研究成果。

数字政府跑出惠企便民“加
速度”

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
《2020 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报告》正式
发布。报告显示，江苏位居全国省级
数字政府发展第一梯队。12345 便
民服务平台、政务服务网、“互联网+
政务服务”手机 APP 等，早已融入江
苏市民日常生活。

本届数字建设峰会“智慧城市·
平安中国”为主题的高峰论坛上，盐
城市副市长陈卫红分享了盐城在政
务服务数字化、智慧化建设过程中的
实践经验和思考。陈卫红介绍，“我
的盐城”APP 是盐城数字政务发展的
一张名片。APP 上线一年来，累计下
载量突破 210 万人次，注册量 150 万
人，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便民利民
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把所
有与市民相关的功能全部集中到‘我
的盐城’APP 上面，市民只需要一个
账户，很多生活服务就可以直接在手
机上操作。”陈卫红说，“我的盐城”
APP 涵盖了教育、医疗、文旅、金融等

领域 418 项服务，涉及 57 个部门和
单位。其中智慧教育板块提供了教
育信息，方便学生家长了解教育政
策，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学校、学
区等信息，全面实现中小学生线上报
名、中考查分、中考志愿线上填报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数字江
苏”建设正提速，“数字政府”启动多项
应急服务，围绕惠企便民下功夫，提高
政务服务效率。“数字政府”应用场景
正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江苏政
务服务网提供的数据显示，疫情发生
后，江苏政务服务网全面推行“网上
办、预约办、邮寄办”等不见面、非接触
式审批服务。今年 1—4 月“网上办
件”达 293.5 万件。“将资料填写进在
线系统后，当天就通过了项目备案。”
市民张斌受益于“不见面审批”释放
的改革红利，疫情期间工作效率大幅
提升。他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的“零跑
腿成果”，从 2018 年至今，他通过江
苏政务服务网成功为企业在线申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是
以信息化推进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最新成就。”江苏政务服务网
曾收获这样的评价，目前江苏已有

“我的南京”APP、江苏 12333 业务一
体化平台等一批数字江苏建设优秀
实践成果，在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双胜利”征程中，充分发挥数
字政府建设排头兵的作用，打造惠企
便民“在线政务服务”，为数字江苏高
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庄
荣文表示，近年来，我国数字政务建
设深入实施，全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
数规模达 7.73 亿，以国家政务服务平

台为总枢纽的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
服务平台上线试运行，31 个省份和
40 多个国务院部门建成政务服务平
台，“互联网+政务服务”有效解决了
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

我省数字经济规模超4万亿
元，居全国前列

建设“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是不
可或缺的根基，这也成为第三届数字
中国峰会参会嘉宾的共识。“2019年，
江苏数字经济规模超 4 万亿元，位居
全国前列，占GDP比重超40%。”在日
前召开的第十六届南京软博会 2020
年江苏数字经济高峰论坛上，江苏省
亮出了一份数字经济发展的成绩单。

“江苏省是中国经济工业强省，
抗疫与复工复产‘两手抓’，过去半年
实现了逆势而上的正增长。”江苏省
大数据联盟理事长、南京大学教授潘
金贵表示，江苏这一成绩来之不易，
为保证经济稳定发展，其中数字经济
发挥了重大作用。

“从电气化到自动化时代，每次
变革都是‘后浪’以颠覆性力量推动
经济向前发展，数字经济必定是未来
经济发展动能中的‘后浪’主力。”菲
尼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顾
建党说，菲尼克斯在南京的第二基地
智能工厂，与当前在总部的基地智能
工厂相比，不仅用人、能耗、水资源等
均节省了 10%，产能和库存周转率还
分别提升了 10%。“正是数字化给企
业注入了澎湃活力，助力我们拿到通
向数字未来的门票。”顾建党说。

“江苏的数字经济发展一直走在
全国前列，但放在长三角区域乃至全
国、全球来看，还存在短板。”在江苏
省工商联副主席丁荣余看来，江苏已
经率先成立了数字经济商会，在企业
基础、产业配套和人才等方面都很有
优势，但也存在整体认知尚有欠缺、
数据资源的采集加工还有短板、算力
算法仍有弱项等不足。

专家提醒，由于制造业整体的产
能结构仍停留在工业化和信息化阶
段，相比浙江和广东，江苏的数字化转
型成本更高、任务更重；并且江苏在新
的数字化过程中有可能在路径上形成
依赖，而这一点需要有效规避。

本报记者 张 宣
视觉中国供图

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闭幕

“乘风”数字生活，江苏“破浪”前进 近日，江苏省科技厅发布了
2020 年度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名单，力合星空（南京）科技企业
孵化器等 39 家单位入选。截至
目前，全省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
化器达 598 家，其中国家级 201
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
面积和在孵企业数继续保持全国
第一。

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创业
江苏”行动，把科技企业孵化器建
设发展作为服务科技人才创新创
业、打造经济新动能的重要抓手，
在优化建设布局、完善服务体系、
提升建设水平、强化政策支持等方
面持续加大工作力度，全省科技企
业孵化器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截至目前，全省各类科技企业孵化
器达 848 家，在孵企业超过 3.4 万
家，成为全省最具活力的创新主
体，在孵化高科技企业、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培育创新创业人才和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为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
省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蔡姝雯

我省新增39家
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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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液晶科技，不少人只能想到液
晶显示屏，其实不然，液晶科技还有你
想不到的奇特应用场景。日前，由江苏
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智能液晶技术研究
所举办的智能液晶所产品技术发布会
在常熟举行，现场展示双稳态智能调光
玻璃、柔性 OLED 用 PI 浆料等 6 项自主
研发的产品技术，为参会者打开了另一
扇了解液晶产业的大门。

随着智能技术迭代更新，液晶技术
被运用到建筑、家居、商业等各个领
域。江苏科学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
位，并较早进行产业布局。“液晶产业技
术是一项关键科学技术，有着广阔的应
用蓝海。”智能液晶所执行所长薛九枝
说，4 年前，其团队与江苏省产业技术
研究院及常熟市人民政府共建智能液
晶技术研究所，集聚大学、科学院、国际
创新资源，研发新领域核心液晶产业技
术，如今已到了收获的季节。

经过4年多夜以继日的探索，智能
液晶所逐渐将实验室理论变为可规模

生产、应用广泛、市场潜力巨大的产品，
此次发布的 6 款自主研发的产品就是
其中的代表。记者在现场看到，首个发
布的双稳态智能调光玻璃，采用独创液
晶技术研制而成，透光态全视角清透，
遮蔽态全隐私遮蔽，相比传统的调光玻
璃产品，只需在切换状态时外加脉冲电
压来实现瞬时切换，一节电池可长久支
持这种切换开关，切换后外加电压即可
完全撤离，实现0功耗维持透光态或遮
蔽态，目前市场需要超百亿。

随着曲面屏手机等陆续出现，柔性
显示逐渐进入百姓的视野。昂贵的价
格、极少的数量让人望而止步，原因在
于柔性显示的核心材料牢牢地卡在国
外企业的手中。为此，智能液晶所研发
柔性 OLED 用 PI 浆料产品，材料高强
度、耐高温、低膨胀，突破柔性显示关键
技术。“这款产品发布后，一位国外的教
授来参观后连声称赞。”智能液晶所孵
化公司苏州聚萃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罗杰说，目前占地 23 亩、年产

1100 吨量产基地即将建成，具有极强
的核心竞争力。

“现场发布的产品可以看到江苏液
晶科技产业的努力实干和技术革新。”
从浙江赶来的汽车行业工作人员胡为
光说，后续必然会有更多的企业、投融
资机构、高校与江苏液晶产业深入合
作，一个国内外液晶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的首选开放式平台将在江苏诞生。

液晶产业新技术的大门打开，也取
得了人才集聚培养的硕果。“智能液晶
所建所四年来，吸引了国内外 80 多名
优秀人才，培育了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项
目、江苏省双创人才等 28 个重点人才
项目，形成了以欧美院士为核心、以行
业精英、世界 500 强高管骨干、海归人
才为主力的产业化队伍。”常州市委副
书记、市政府副市长秦猛介绍说，产业
化队伍又衍生企业 3 家，孵化企业 2
家，入驻企业 11 家，申请各类专利 133
项，授权 31 项，引入社会资本 2000 多
万，平台估值达 3 亿元，在较短的时间

内形成了人才集聚和产业培育。
智能液晶所的 6 项新技术绝非偶

然，在江苏，液晶科技产业有着厚沃的生
长土壤。2018年，位于镇江的江苏和成
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的“一种聚合物稳定
配向型液晶组合物及其应用”获得中国
专利金奖。这项技术通俗地说，就是为
大尺寸液晶屏提供了一种特殊显示材
料。它能够让大尺寸液晶屏在播放特效
电影或游戏画面时流动更“畅快”，减少
卡顿，更加节能；同时能够提高面板制造
良率，让下游企业的制造装配成本大幅
下降。“以一个大尺寸电视为例，虽然加
入液晶的材料只有几十克，但就是这小
小的几十克，就可以达到画质流畅、节能
降耗、降低制造成本的效果。”该公司工
作人员宋晓龙说。在南京溧水区，南京
创维平面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车间生产的
液晶电视组件正源源不断“走”下生产
线，全力打造液晶产业基地，江苏液晶科
技产业蓝图正稳步铺开。

本报记者 张 宣

6项自主研发新产品亮相

江苏打开液晶技术产业新大门

分子诊断，是通过分子生物学
技术在体外检测基因的存在、缺陷
或表达异常，从而对疾病或健康状
况作出诊断，近年来相关产业呈爆
发性增长态势。分子诊断需要用到
多种生物工具酶，但其中绝大多数
高端产品都还依赖进口。近日，江
苏海洋大学在 2020 中国海洋经济
博览会上路演“分子诊断工具酶”项
目，其中限制性内切酶系列产品打
破了国外企业40多年的完全垄断。

江苏省海洋药物活性分子筛选
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许恒皓博士
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团队依托海洋
科学省优势学科、省海洋生物产业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以及地方创新
创业扶持政策，在连云港国家级高
新区科技创业城建设了 3000 平方
米的研发平台，依托当地丰富的海
洋生物资源和蛋白质研究经验，从
应用端考虑用户体验，以“快速、安
全、即用”为主题，采用蛋白质定向
进化与理性设计、毒性蛋白表达、无
标签纯化等技术，开发出 6 个系列
近百种分子诊断工具酶产品。

限制性内切酶像剪刀一样，能
够从特定的位置切断 DNA，便于人
们对 DNA 进行切割、连接和重组，
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的一大类基础用
酶。但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全球
的限制酶供应都被少数几家国外企
业控制。由于在工程菌中直接重组
表达限制酶时，会切割工程菌宿主
DNA，从而导致宿主死亡，因此国
外厂商采用的方法是针对每种限制
酶都“私人订制”一套专用的“防弹
衣”，但这种策略费时费力，成本很
高。许恒皓介绍，团队经过反复研
究发现，不少限制酶识别位点都有
共有的特征序列，而有两种来源于
海洋螺原体和小球藻病毒的广谱
甲基化酶，恰好可以保护这类特征
序列，应该可以开发成通用型的

“防弹衣”。团队通过实验证明，这
两种“防弹衣”确实能够同时抵抗多
种限制酶的细胞毒性，并成功地用
它们表达出数十种限制酶。目前已
经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1 件，并实现
成果转让。

“我们现在已经与企业联合生
产出47种快速限制酶，产品种类数
量位居世界第三，涵盖了行业内
80%以上的应用，直接经济效益超
千万元。”许恒皓说。在限制酶之
外，团队还陆续从南极磷虾、多宝鱼
等海洋生物挖掘出其它新型分子诊
断工具酶，申请发明专利3件，力争
为行业提供成本更低、使用更方便
的国产工具酶原料。 王 拓

江苏海洋大学
入海寻“酶”破坚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