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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造”为题，2020中德智能制
造产业化合作发展大会做的是“赋能”
文章。

试想一下：当一辆汽车从设计到
仿真再到制造，全生命周期都变成单
一数据源，完成设计参数就能直接传
输到生产设备，整个流程将变得多么
简单？当一架飞机在图纸阶段，不仅
能“看到”模样，还能“测试”性能，所有
变量通过“数字样机”尽在掌握，企业
效率将得到多大提升？

“让设计变得可知道”——去年10
月，法国达索系统“牵手”南京未来科
技城，达索系统（南京）工业创新公社
正式落地，以六大中心、一个平台为抓
手，在发展空间、商业模式、资本运作、
人力资源、技术合作等方面，为省内企
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私人定制”。
创新公社一期于今年投入运营，截至
目前，服务超过50家企业、20所高校。

创新服务平台落地生根，引进孵
化项目纷至沓来。本次大会上，第二
届企业数字化转型高峰论坛开幕之
际，创新公社将与多家企业、高校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其中，既有北京北斗
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南瑞研
究院等行业标杆，也有南京理工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等实力高校。

“面向全球化的智能制造运营平
台”“新一代数字化技术赋能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5G时代—工

业大脑实现工业互联网超车”“人工智能/
区块链的应用实践”……2020中德智能
制造产业化合作发展大会上，全球智造领
域专家大咖、产业精英将“论剑”悠湖之畔，
前沿科技PK，思想火花碰撞，目的只有一
个——如何让未来的制造业更加“聪明”？

更令与会嘉宾兴奋的是未来科技城
展现出的“未来之城”现实模样。

漫步园区未来网络小镇，湖水清澈如
镜，岸边芦苇摇曳，水鸟悠然觅食，四季鲜
花绽放。5座创新创业载体矗立悠湖南
侧，屋顶花园连接互通。凭栏眺望，绿道
环抱间，悠谷建筑群错落有致，砂之船奥
莱营造浓厚艺术氛围和时尚气息……以
悠湖为“圆心”，以小镇为“主景”，一幅“最
美上秦淮”高质量发展画卷徐徐铺展。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7月1日，国家发
改委下发《关于公布特色小镇典型经验和
警示案例的通知》。“江苏南京未来网络小
镇在发展网络通信产业基础上，完善现代
社区功能和生态功能，建设人才公寓和专
家公寓，引进优质中小学、高校和医院，建
成绿化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要求
其他地区“积极借鉴典型经验，着力提高
发展质量”，未来科技城的“小镇经验”跃
入国家视野。而经过一年多的建设，上秦
淮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也已经投入使用，并
成为这次大会的主会场，影视街区开始试
运营，为南京未来科技城“一城两镇”中的
另一个小镇——上秦淮文化旅游小镇增
添了新内涵，也进一步推动了生态与科技
的融合发展。

南京未来科技城正致力打造的“未
来之城”，不但智慧、更加温暖。今年4月，
2020年南京市独角兽、瞪羚企业名单正
式发布。园区企业全球3D打印药片技术
领跑者三迭纪医药名列南京市培育独角
兽榜单。企业联合创始人、CEO成森平
博士说，三迭纪这只“独角兽”的进化史，
离不开园区政策服务的“阳光雨露”。兼
得南京的创新氛围、江宁的产业基础以及
园区的金牌服务，园区另一家瞪羚企业南
京艾科美热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梁震
涛表示，园区是真正的“家里人”，家里人
的支持，是企业实现快速成长、不断创新
的最大信心和底气。也正因此，2020中
德智能制造产业化合作发展大会期间，还
特设“上秦淮之夜”营商环境推介会，将尽
展城市之慧、服务之优、小镇之美。达索
系统（南京）工业创新公社负责人、南京复
创智能制造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付金国感叹：“选择未来科技城，因为
在这里看得到未来！”

跳出地域谋创新，跳出当下
谋未来，未来科技城的发展理
念不断刷新，发展格局不断
拓展。展望“十四五”，园区将
打造未来网络、智能制造两大百
亿级产业，产业规模占产业总量
的80%以上，入驻企业1500家，集
聚创业人口3万人，打造成为省、市践
行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样板区”。

同样是南京江宁，同样在悠湖之畔，
今年8月，第四届未来网络发展大会重

磅发布“全球首个确定性广域网”创新试
验成果，为波澜壮阔的中国制造业转型
提供一张更稳定、更精准、更快速的支撑
网络。2020中德智能制造产业化合作
发展大会“赋能升级ㆍ智造未来”，必将
极大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
融合，引领新一代智能制造，深刻影响和
改变长三角、中国乃至世界工业互联网
的应用和推广进程。

来吧！美丽悠湖已发出合作邀约，
端出创新盛宴，以“智造”的名义，让我们
共赴“五年之约”，共鉴“未来之城”！

本报通讯员 常 楠 王文文
本报记者 王世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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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名城之南，美丽上秦淮之畔，2020中德
智能制造产业化合作发展大会即将举办。

赋能智造未来，江宁“先声夺人”——作为
2020世界智能制造大会的首场活动，本次大会
齐聚世界智能制造领域领军企业、权威机构、前沿
专家，共享智能制造新技术，共叙产业发展新机
遇。这是资源集聚、产业对接、协同创新、交流合
作的窗口平台，也是“智能制造引领高质量发展”
的鲜活实践。

11月12日至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
察时，希望江苏着力在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
上争当表率，在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上争做
示范，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前列。

南京市委领导指出：“创新名城建设需要建设
一大批平台载体，要认真总结像南京未来科技城的
经验，进一步推动产业、人才和项目的建设。”

南京未来科技城以一场国际创新合作重磅活
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化作
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创新名城建设的务实行动。

“以‘智造’为题，与‘未来’相约，立足江宁打
造‘创新名城核心区’大坐标，园区开放之门将越
开越大，创新之路越走越宽。”南京未来科技城相
关负责人表示，谋篇“十四五”，面向现代化，园区
将着力打造创新“新高地”、产业“新地标”、开放
“新窗口”、高质量发展“新样板”。

孜孜创新，布局未来。五载盛会可鉴：南京
江宁这片“创新高原”上，正强力崛起一座“智造
高峰”！

盛会将至，外界最为关注的是：当
南京创新名城“遇见”德国工业4.0，会
迸发出怎样的创新火花？

走进南京未来科技城，记者找到
现实答案。

带上防光护目镜，穿过无尘过滤
器，步入专业操作间，一台“巨无霸”设
备正在作业：一块10厘米长的薄钢板
放进机器，约2分钟后取出，256个小
孔排列成一条直线，每个孔直径只有
50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一半！造就
这一“工业奇迹”的关键，是一把来自
德国的“激光刀”。

去年7月，弗劳恩霍夫先进技术创
新及展示中心在未来科技城投入使
用，这把“激光刀”已为企业、为园区带
来很多科技订单——与南京市科协合
作2020“海外智力为宁”项目，进行高
精度微孔加工高深径比研发；与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签订战略协议，研发先
进激光刻蚀材料技术；与东南大学签
署全面科研合作协议，联合设立研究

生认知实习基地，共同承接国家重大科
技项目。

德国科技赋能数字化转型，江宁制
造企业“近水楼台”，初尝甜头。两年前，
南京未来科技城，蜂巢互联、德国博世集
团共同打造中德智能制造创新中心，为
制造企业转型升级、降本增效提供德国
工业4.0标准的诊断服务与使能解决方
案。以江宁一家汽车空调生产企业为
例，创新中心对其进行智能制造系统改
进后，实现惊人“智造效应”：装配人员减
少0.5人/装配线，人均小时内产量提升
20%，设备综合效率提升58%。

着眼未来智造，全面拥抱创新。南
京未来科技城作为江宁重点建设的科技
创新载体和产业发展高地，聚焦网络通
信和智能制造两大主导产业，集聚一大
批高端科技创新项目和领军人才。时至

“十三五”收官之际，园区交出的“创新答
卷”令人惊叹——

看创新成果，园区已引进华为、百度、
京东、中软、华润等优质企业1500多家，

培育高企60余家；累计引进院士等高层
次创业团队30多个；建成新型研发机构3
家，培育独角兽和瞪羚企业4家；创成国家
火炬江宁未来网络特色产业基地、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服
务中心）、国家级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示
范基地等6个国家级名牌基地。

看创新高度，未来网络创新综合
体、国华卫星基地、楷德悠云-鹏博士
大数据中心（IDC)等省市重大产业项目
加速推进。未来网络产业已被确定为江
宁区五大产业地标之一。南京未来网络
小镇连续荣获省市两级优秀特色小镇称
号，已成为全国特色小镇建设典范。

看创新影响，连续举办“全球未来网
络发展大会”“中德智能制造产业化合
作发展大会”等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国际重大科技活动，每年一大批世界顶
尖专家、学者和行业领军企业在园区集
聚。特别是已成功举办四届的“中德智
能制造产业化合作发展大会”是我省世
界智能制造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共20

多个国家近千名嘉宾出席，签约项目累
计总投资达500亿元，成为世界智能制
造领域的顶级盛会。

疫情形势下全球智能制造发展趋势
和热点如何？国内外智能制造示范企业
有哪些最新成果？中德智能制造产业化
技术交流与合作的新机遇在哪里……一
系列创新之问，期待在2020中德智能制
造产业化合作发展大会上找到答案。

以“赋能升级ㆍ智造未来”为主题，
本次大会将在德国亚琛相关高校及科研
院所设有分会场，通过“线上+线下”结
合的方式召开。将吸引来自中国科学
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
弗劳恩霍夫协会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两
院院士，西门子、SAP、博世、富勘、库卡、
舍弗勒、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中国通用、
中电科等中德知名企业代表共计300余
人出席，确保线上精彩、线下震撼。

“以第五届大会为新起点，以国际产
业化合作为目标，园区的创新之路正越
走越宽。”未来科技城相关负责人说。

中德高端智能制造装备技术论
坛、中德智能制造企业交流冷餐会、达
索系统第二届企业数字化转型高峰论
坛、德国SAP数据驱动业务创新高峰
论坛、美国亚马逊“云智未来”智能制
造产业赋能高峰论坛、埃森哲数字驱
动产业智慧化转型高峰论坛和2020
数字孪生论坛-巴斯威智慧母线系统
发布会……打开2020中德智能制造
产业化合作发展大会“节目单”，11月
25日-26日，除了主旨论坛，六场专业
论坛也紧锣密鼓。每一场都放眼全
球，集聚世界目光。

纵观未来科技城发展历程，伴随发
展视野不断调高、拓展，园区发展能级
也随之攀高、跃升。

“弗劳恩霍夫协会就相当于德国的
‘中科院’。”南京瑞德增域三维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纪念说，弗劳恩
霍夫先进技术创新及展示中心就像一
个“超链接”，一头连着德国工业4.0的

创新技术储备，2.5万名德国科学家、72个
德国研究所以及近百所世界一流大学，一
头连着中国市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门类
齐全的制造企业，以及江苏“智造”升级的
庞大需求。

作为弗劳恩霍夫协会在中国首个国
际化、服务大众的、公益型智能制造产业
化服务平台，项目一期已引进弗劳恩霍夫
应用研究促进协会五大研究所之二激光
技术研究所、制造技术研究所。未来，项
目二期、三期还将引进4至5家弗劳恩霍
夫下属研究所，及其孵化公司的具有产业
化前景的先进技术和工艺，以填补更多的

“国内空白”。
何止弗劳恩霍夫协会，又何止德国！

截至目前，未来科技城以一园之域，先后
引进亚马逊AWS联合创新中心、SAP人
工智能赋能中心、达索系统（南京）工业创
新公社等国际创新平台5个，把全球创新
的“桥头堡”架设在创新名城的“核心区”。

站位“核心区”，下好“先手棋”，未来

科技城已成为江宁乃至南京开放创新的
“主窗口”。去年12月，“2019以色列高新
科技项目对接交流会”举办，涉及人工智
能、精密制造、软件开发、医疗科技、水科
技、材料科学、互联网、生活服务、通讯技
术等众多领域的以色列创新企业代表登
台路演。搭建起中以间创新资源要素的
互通桥梁。今年4月，南京众智未来研究
院签约落户，以澳大利亚工程院于长斌会
士（fellow)团队为核心，聚焦人工智能领
域，将联合澳大利亚、德国、新加坡等多个
国家的高校共同打造一系列联合研究中
心、联合实验室，把国外院士级科学家引
进南京江宁。

在未来科技城，开放创新不是“一纸
理念”，而是实实在在的产业项目。2020
中德智能制造产业化合作发展大会上，中
国智慧能源总部基地、百度-首屏智慧城
市大数据研发中心等11个重点产业项目
将签约落地，总投资近百亿元。其中，投
资50亿元的中国智慧能源总部基地项

目，将在5年内引进智慧能源行业上市公
司10家，总部项目30家，培育高企100
家，营收产值达200亿元。

与此同时，江苏省信息超材料国家科
学中心（筹）等一批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将
揭牌。该研究院以中国科学院崔铁军院
士团队为核心，以东南大学“电磁空间科
学与技术研究院”为平台，将在雷达与成
像、无线通信、卫星通信、天地一体化网
络、智能驾驶、5G/6G移动通信系统等国
防尖端装备和军民产业领域实现重大突
破，用5年左右时间形成200亿产业规模。

不谋未来者,不足以谋当下；不谋全
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经年砥砺，开放创
新，未来科技城的品牌度和影响力持续提
升，年接待各级各界参观考察团500余批
（次），已成为省、市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放眼全局，着眼未来，2020中德智能
制造产业化合作发展大会的举办，传递出
一个强烈信号：未来科技城“发展视野”正
越来越高，“开放之门”将越开越大。

打造新高地 “创新之路”越走越宽

拓展新视野 “开放之门”越敞越大

构筑新格局 “未来之城”渐行渐近

未来网络小镇未来网络小镇

小镇客厅

上秦淮文化旅游小镇影视街区

上秦淮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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