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座“看得

见”的岛。三面环水，

川杨河与智慧河在旁

边静静地流淌。

这也是一座“看

不见”的岛。作为国

内首个“5G+AI”全

场景商用示范园区，

诸多玄机暗藏其中。

有人说，在张江

人工智能岛，可以看

见未来的模样。未来

究竟什么模样？一起

去岛上一探究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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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超前：
人工智能的天然“试验场”

从学林路地铁站出来，步行十余
分钟，越过智慧河桥，就来到了张江人
工智能岛。岛上绿草茵茵，可根据天
气自动灌溉，无需人力看管；想丢垃
圾，无需思考它是否可回收，这里的自
动分类垃圾桶，分类精度超过95%，
垃圾装满前还会自动提示，物业管理
人员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手机短信；高
高矗立的路灯，照明只是其最基本的
功能，它可以24小时实时监测车辆、
人流量和环境，甚至为智能汽车充
电……

这里实现了5G全网络覆盖，平
日里，天空飞着安全巡检无人机，河上
漂着水质监测无人船，不时可见无人
零售车，挥手即停。

这些人工智能应用产生的数据，
犹如百川入海，都汇聚到了“张江人工
智能岛数字化管理中心”的大屏幕
上。一“屏”知全岛，可以实时看到哪
些设备正在预警，哪里的交通和人流
最集中……这座岛，正成为人工智能
创新应用的天然“试验场”。

发展迅猛：
高端企业人才的“集聚地”

2018年4月17日，张江人工智能
岛揭幕。凭借先行先试的前瞻布局，

从这一天起，它就被寄以厚望——通
过人工智能和数字驱动，为张江科学
城乃至上海和长三角的产业升级贡献

“张江力量”。
2019年 1月 17日，IBM成为首

家进驻张江人工智能岛的企业；5月，
微软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实验室入驻；
随后，一批跨国企业与国内龙头企业
接踵而来，岛上很快集聚了超过100
家大中小企业。这里成为上海单体园
区人工智能企业人才最集聚、技术最
高端的区域。

云从科技在岛上租了两幢建筑。
“我们选择张江人工智能岛，一是这里
有大量的优秀人才，二是创新产业高
度集聚，基因里就带有创新的属性，因
此我们在上海设立了研究中心与运营
中心。”云从科技高级副总裁杨桦透
露。

去年11月，在全球智慧城市大会
上，云从科技携手天府新区的参评项
目，从46个国家的421座城市、1123
份申报材料中脱颖而出，摘得桂冠。
这标志着云从科技作为“城市合伙人”
参与的智慧城市案例走上世界舞台。
这是人工智能落地智慧城市的重要标
杆，也是云从科技人机协同系统获得
的一次世界级认可。人机协同操作系
统是云从科技的“拳头”产品，已覆盖
六大国有银行、超过100家金融机构，
在中国上百座民用机场等多个场景部

署了智能化解决方案。今年5月27
日，云从科技成为首家上市的人工智
能平台型企业。“未来我们想要打造一
个通用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将人
工智能解决方案扩展到更多的行业场
景。”

走进汇纳科技，其入口处使用的
“数字哨兵”正是该公司今年3月基
于原有的智能考勤测温一体机研发
的防疫产品，一扫随申码或身份证，
上面会显示72小时核酸检测信息和
抗原检测信息，目前已在上海多个政
府部门、园区、商业设施和社区落
地。该产品还可以进行个性化设置，
比如医院可查验48小时核酸检测报
告，建筑工地可将其与工人的实名制
信息打通。

“防疫产品是我们众多智能终端
之一，我们的另一大业务板块主要针
对城市实体商业运营进行监测和分
析。举个例子，商场引进一家品牌店，
究竟会带动客流还是消耗客流？我们
可以通过大数据提供商业决策咨询。”
汇纳科技副总裁张柏军告诉记者。

生态完善：
产业新动能的“孵化器”

在张江人工智能岛，“生态”一词
被频频提及。在人工智能跨国企业和
国内龙头企业的辐射和赋能下，岛上
一些中小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动能，他
们中的佼佼者后来还成为这些大企业
的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向好”的产业
生态。

岛上的孵化器，正是为打造这样
的生态而服务的。张江集团旗下孵化
器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希望做服务企
业的全能店小二，岛上的孵化器运营
至今，已服务了30多家企业。除了空
间孵化，我们以企业需求为核心，还协
同提供风险投资、科技贷款和各种产
业课程培训等服务。”

瑞欧威尔正是在岛上被孵化的一
家企业。他们研发的AR智能头戴眼
镜可以解放一线工作者的双手，替代
人们完成管线设备的巡检、探测、隐患
排查及预警工作。“尽管目前同类的
AR产品比较多，但我们是专门针对
工业场景的单目式设备。就像开车时
看仪表盘，如果需要就看一下，不用的
时候，眼镜本身不会遮挡视线。”瑞欧
威尔渠道市场经理白兆洋告诉记者，
公司是2020年来到岛上的，从而有机
会参与微软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实验室

的培训项目，“我们去年12月推出了
新品，目前还在融资中，相信未来会有
更多机会”。

微软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实验室总
经理祝焕婧说：“入驻企业从产品研发
阶段就会来到我们实验室，双方的工
程师一起头脑风暴做联合开发，整个
过程和方式都相当灵活，这样有助于
缩短开发周期，加速商用落地。”

辐射带动：
开辟未来发展的“主战场”

张江人工智能岛地处张江科学城
的“心脏”区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也为其从“岛”的空间辐射到“区”埋下
了伏笔。“我们在2020年就规划以张
江人工智能岛为核心，以张江中区为
主战场，提出由‘岛’变‘区’的概念，打
造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从岛上看

‘未来’，拓展到从张江中区创造‘未
来’。”张江集团董事长袁涛说。

在区域升级上，地上总建筑面积
10万平方米的张江人工智能岛，将扩
展至空间载体为150万平方米的张江
科学城中部核心区，实现空间倍增。
眼下，人工智能集聚区正在建设200
万平方米新空间载体，预计到2025
年，张江人工智能集聚区将拥有350
万平方米的空间，为人工智能产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空间保障。

在功能升级上，张江人工智能集
聚区正在构筑一个“人工智能产业生
态圈”，包含基础研发和商业应用，同
时展现一个大规模的城市场景。这里
将成为城市场景的最大实践区，为智
慧城市的基础应用、物联网技术应用、
AI产品应用提供赛道。

由“岛”变“区”后，张江人工智能
集聚区的企业数为1200家。至2025
年，预计企业数量将超过 3000 家。
目前，张江人工智能岛每年可贡献10
亿元税收，而集聚区目前每年的税收
贡献为50亿元；预计到2025年，张
江人工智能集聚区将在产值上创新
高，有望为浦东的倍增目标贡献百亿
税收，实现产业能级和经济效益的双
丰收。

张江人工智能岛上有座体验中
心，又名“种子中心”。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他们最多时一天接待了11批慕
名而来的访客。犹如一颗种子孕育着
生机，人工智能已为张江的未来描绘
出了一幅激动人心的画卷。

（据浦东发布）

筑起未来的模样
——张江人工智能岛发展纪实

近日，力神滨海新能源产业基地
项目在天津滨海高新区启动。项目
达产后年产值预计达到120亿元，成
为中国北方最具规模、最先进的动力
电池产业基地，有力促进天津市进一
步完善动力电池产业生态，加速集聚
上下游核心企业，做大做强新能源产
业链条。

近年来，天津新能源产业规模持
续扩大、产业体系日趋完善，形成了
锂离子电池、风电、太阳能、氢能等领
域协同创新的发展格局，企业竞争力
大幅增强、技术水平显著提升，产业
进入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力神电池
作为动力电池领域的龙头企业，自
1997年落户天津以来，经过25年的

发展，已经成为产品门类齐全、应用
范围广泛、科研创新能力强大、专利
和技术人员储备充足的电池生产研
发制造企业。

天津市副市长朱鹏说，力神滨
海新能源产业基地项目的启动将为
天津新能源产业及新能源汽车产业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天津市正
大力实施“制造业立市”战略，着力
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以智能科技为
引领，以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不断完善现
代产业体系，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加快建设全国先进
制造研发基地。希望力神电池扎根
天津、建设天津、发展天津，将力神

滨海新能源产业基地打造成产研一
体化的“超级工厂”。我们将为企业
在津发展创造更加优越的环境，全
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助推项目建
设和企业发展壮大。

滨海新区负责人说，力神电池经
过多年的不懈追求，已经成为迄今国
内投资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的锂
离子蓄电池专业生产企业，并跻身世
界锂电行业前列。此次启动的力神
滨海新能源产业基地，必将为滨海新
区乃至全市新能源产业发展注入澎
湃动力。希望力神集团抢抓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期和新能
源产业的“风口期”，统筹好发展和安
全，全力以赴抢工期、赶进度，争取项

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新区将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坚持服
务围着项目转、要素跟着项目走，用
心用情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当好
项目建设的服务员，为企业发展保驾
护航。

据了解，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
公司是我国发展较早、实力较强的电
池生产企业。此次启动建设的力神
新能源产业基地项目将建设24GWh
动力电池、扩充锂电产能及研发中心
等项目。项目先期建设24GWh动力
电池生产基地，总投资超100亿元，
分三期实施，每期建设8GWh，开工
后四年内全部建设完工。

（据滨海发布）

打造中国北方最先进动力电池产业基地
——天津力神滨海新能源产业基地项目启动

近日，2022年第一期“张江·兰白
服务企业直通车暨兰白试验区、兰白自
创区生物医药领域专场线上推介会”活
动举办。会上来自张江、兰白两地生物
医药领域的8个优秀项目代表以“两地
联动+领域互动”“线下组织+线上展
示”形式集中进行了科技成果推介。

据了解，这是今年张江·兰白两地
科技创新系列合作的首场活动。该活
动旨在进一步深化甘肃兰白—上海张
江科技创新结对合作。同时，也促进兰
白两区内高校、院所、企业等与上海张
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科技创新
合作与交流，务实推进双方创新合作内
容落地落实。

线上展示环节中，兰白试验区、兰
白自创区带来5个项目，兰州大学药学
院副主任赵陇和介绍了具有耐缺氧、抗
凝血功能的黄芪发酵产品项目等，展现
了兰白自创区的企业、高校在生物医药
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

来自张江的3家企业代表分享了
各自创新科技成果，上海天慈国际药业
有限公司HTUPA项目质量总监宗洪
海分享了治疗用生物制品I类创新溶
栓药物——HTUPA 项目。他介绍，

HTUPA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对组织型
纤溶酶原激活剂进行改造，冠状动脉再
通率明显高于尿激酶等溶栓药，并且可
在救护车上进行静脉推注给药。目前
项目的II期临床结论是用药安全，拟开
展III期临床试验。

上海浦东张江中医药创新研究院
院长黎万奎则介绍了张江中医药创
新平台在开展中医药管理机制和科研
能力创新、技术产品研发、科研成果转
化等方面的进展，介绍了通过中医中
药美容化妆品研发、中医运动医学健
康融合创新以及中药新资源创新研
发，推动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事业
发展的经验。

2022年首场“张江·兰白服务企业
直通车暨兰白试验区、兰白自创区线上
推介会”既是落实甘沪两地科技创新合
作系列活动的延续，又是探索东西部科
技创新合作的又一次深化。主办方表
示，张江·兰白的东西部联动机制日趋
成熟且蓬勃发展，该活动也将为务实推
进沪甘两地科技创新资源共用共享持
续赋能，为东西部科技创新合作模式探
索积累更多的经验。

（据浦东发布）

两地联动 领域互动

张江携手兰白线上推介优秀项目

“您好！请问办理一次性吸纳就业
补贴，我们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近日，两江新区（自贸试验区）政务
大厅“助企纾困”专窗前，重庆凌达压缩
机有限公司人事部门负责人江悦和同
事梁丽在专窗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详细
记录下政策申报所需的资料。

“昨天看到政策服务指南出来，我
们想办理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所以今
天到大厅来确定一下申报流程。”江悦
说，不久前，两江新区领导到公司讲解
了最新的政策，其中就包括《两江新区
稳住经济大盘20条政策举措》。

“专窗位置很显眼，一进门就看到
了，工作人员讲解也挺细致的，咨询其
他政策也能得到解答。”江悦和同事还
在政务大厅申请办理了失业稳岗补贴。

自“助企纾困”专窗开设以来，不少
企业代表前来咨询、申报两江新区新出
台的稳企惠企助企纾困政策。目前，两
江新区在政务大厅1号楼一层大厅“助
企纾困”专窗开设了135、136、137三
个窗口，开通服务专线。

为确保《两江新区稳住经济大盘
20条政策举措》加快落地实施，方便广
大企业申报兑现，两江新区实施领导干
部挂点联系重点企业工作机制，送政策
到企业，制定政策服务指南，公示各部
门相关负责人及联系方式，推动政策兑
现“落实到人”，设立“助企纾困”专窗，
优化申报兑现流程，实现一窗受理、限
时兑现。

这些举措让以往稳企惠企助企政
策落实中存在的“找不到、看不懂、申报
难、兑现慢”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让企
业更快地享受政策。

两江新区政务中心主任林代梅表
示，政务中心将继续加大对窗口人员
政策培训力度，按照行政审批事项承
诺时限管理模式，会同相关部门明确
政策兑现时限，同时建立联动机制，及
时将企业在窗口申办过程中出现的高
频问题、难点堵点反馈到业务部门，推
动政策落地手续更简、成本更低、时间
更短。

（据重庆两江新区微信公众号）

两江新区开设“专窗”助企纾困
开启纾困政策落实的“快车道”

近日，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虹菱
智能显示科技产业园项目（二期）正式
开工，释放企业扩能增产的重要信号。
项目建成后将助推区内智能显示产业
发展，吸引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
聚。

虹菱智能显示科技产业园项目（二
期）位于鹅埠片区，紧挨虹菱液晶电视
生产基地（一期）地块，项目投资额约3
亿元，占地面积约2.4万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约9.2万平方米，布局4栋生产
用房及 2 栋生活区，同时配备约
2400平方米的公共食堂及超2000平
方米的生活服务中心，力争在2023年
年底完工。

虹菱电器有限公司专注于高端智
能会议平板、高端智能教育平板、智能
广告机及家用平板视像设备、网络4K

电视等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及软件研
发，目前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
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著作权等，将进
一步在产品研发、设备更新、技术优化
等方面发力，不断推陈出新，从而满足
不同客户的需求。

虹菱电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项目
负责人詹先生介绍，项目一期拥有人工
智能注塑车间、人工智能CNC数控冲
压车间、SMT车间、高端智能无尘车间
和多条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等，自
2018年9月试投产以来，产品畅销国
内以及东南亚、非洲、欧美等地。此次
投资建设二期项目，主要为了满足不断
增长的供应需求，打造云终端视像设备
产业集聚区，朝多元化、国际化、科技化
的方向不断迈进。

（据羊城派，文/蔡鹏飞 莫昊）

虹菱智能显示科技产业园项目（二期）效果图。图片来源：羊城派

本版文字整理 韩科

请作者联系我们以便支付稿酬

邮箱：hqrmzb@163.com

深汕特别合作区虹菱智能显示科技产业园扩能增产

加快打造云终端视像设备产业集聚区

充满“未来感”的张江人工智能岛。 图片来源：浦东发布

张江人工智能岛内高技术企业云集。 图片来源：浦东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