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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创产业澎湃发展动能，以数字经济赋能实体制
造，以自主创新支撑产业进阶。近年来，智能制造产业园
蹄疾步稳，奋力擘画“两城一中心”
（芯片之城、基因之城、
新金融中心）产业化发展蓝图。
智造改变世界，融合创新未来。六年来，江北新区“两
城一中心”发展迅猛，迈上新征程，产业再跨越，这一以“智
能制造”命名的产业园区有着独特的使命。
“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智能制造产业园着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
控能力，积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不断提升核心产业的集
聚辐射能力，服务江北新区‘两城一中心’产业体系建设。”
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主要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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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
“芯”，
打造信创产业高地
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既是产业发展的大势所 “鲲鹏+昇腾”的创新产品和联合解决方案隆重亮相，涵盖
趋，更是我国构建全球竞争力的势在必行之举。在此背景
路网态势感知、图像质量检测、路网安全保障等全方面应用
下，南京江北新区正大力推进信创产业生态建设。智能制
的超融合边缘小站亮相“鲲鹏+昇腾”展区，这款交通管控
造产业园是江北新区信创产业生态基地建设的核心承载
领域中的创新型产品，其优异性能与先进架构将更好在交
区，园区高标准规划信创产业生态，围绕“鲲鹏+昇腾”双引
通流量、道路态势预警感知、车辆相关检测分析等方面，满
擎驱动，积极培育服务器整机及零部件、高端装备、工业互
足复杂多样的交通管控应用需求，成为市场上的佼佼者。
联网等产业，
打造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集群。
近两年来，智能制造产业园紧扣信创主业，锚定信创图
一年前的 2020 南京创新周，作为鲲鹏硬件合作厂商，
谱，以项目为抓手，加速产业生态企业集聚发展，不断推进
北联国芯在“南京 进而有为”城市峰会上，发布北联国芯计
信创产业面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智慧交通等领域的融
算平台，并参与到“鲲鹏产业集聚区”与“鲲鹏应用示范区” 合发展，丰富信创产业生态。今年上半年已签约信创关联
双区建设中，助力推进江苏打造自有计算品牌，为江苏新基
项目 30 个以上，
签约额超 50 亿元。
建提供澎湃算力。
自主创新，
已成为智能制造产业园最重要的关键词。
彼时，这个创芯“火种”——江苏北联国芯技术有限公
今年 4 月，费勉仪器正式发布全自动分子束外延系统
司，刚刚成立两个月。作为江北新区与华为倾力打造的“鲲
多款硬核工业化镀膜新设备，为光电物理外延工业领域注
鹏+昇腾”计算产业龙头企业和产业生态使能者，北联国芯
入更多活力；品生医学自主研发的获得二类医疗器械许可
全面负责“鲲鹏+昇腾”计算平台系列产品的设计、生产、销
证的小型化临床质谱仪，品质达国际领先水准，体积比进口
售及市场服务工作。
产品小 1/3，价格却只有进口产品的 3/4，一经推出就获得
由智能制造产业园主导搭建的江苏北联国芯技术有限
良好的市场反响；聚隆科技锁定关键领域，自主研发生产的
公司，组建一年来，这个由华为赋能的“柔性工厂”，目前已
改性工程塑料系列产品在高铁及汽车发动机等关键零部件
拥有年产 10 万台计算产品产能，产品包含通用、定制化等
尼龙改性材料上处于领头地位……
类型。从芯片设计到部件、整机制造、基础软件、场景应用、
针对产业薄弱环节，智能制造产业园鼓励企业围绕关
生态集群的数字一体化的完整计算产业向阳而生。
键核心技术进行攻关。在高端装备、精准医疗、新材料等新
在 5 月举办的华为中国生态大会上，北联国芯携基于
兴领域，
一批创新者修炼
“独门绝技”
，
永攀自主创新高峰。

全程助企，
实施“梯度培育”计划
为企业赋能，为“智造”适配！智能制造产业园聚焦精
细化培育，在“个转企”
“小升规”
“规改股”
“股上市”等各成
长环节给予支持，
“跟踪”企业成长，实施梯度培养，引导资
源要素加快向重点企业集聚，夯实园区发展金字塔持续为
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在2020南京首批创新产品评价名单中，
智能制造园企业
金恒信息的成捆棒材端面自动焊标牌机器人系统位列其中。
机器人的应用是推动智能制造发展的一大动力，目前
国内冶金行业人工智能机器人尚处于初级阶段，而金恒信
息的产品通过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加持，目
前已经形成一套自主可控的焊标牌机器人整体解决方案、
核心技术体系和平台规范，推动钢铁企业智能化发展，进而
实现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
制造企业向高端转型，是江北新区发展的需要，更是企
业自身发展的需求。
智能制造产业园坚持高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
发展，以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物流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
务等的协同推进，积极推动传统制造龙头企业奋力爬坡，实
现高基数上的转型升级。园区深化与南钢新产业集团在数
字链、供应链、金融链等方面的合作，已集聚鑫智链、金贸钢
宝、金恒信息、鑫洋供应链等 4 家公司，未来将打造千亿级
高科技产业集团。
在最近发布的 2021 年度南京市培育独角兽、瞪羚企业
名单中，智能制造产业园共有 6 家培育独角兽企业、12 家瞪
羚企业获市级评定。而他们基本都来自工业互联网、智能
装备、生命健康等产业，行业分布与园区主导产业引导方向
基本吻合。
园区赋能，动力澎湃，一批独角兽、瞪羚企业正在智能

制造产业园蓬勃发展。培育独角兽中车数字，是 2020 年
江苏省省级软件企业技术中心拟认定名单之一，也是江苏
省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培育独角兽奥莱特，是中国高铁
外加剂持续领跑品牌，公司的无碱液体速凝剂通过科技成
果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获得江苏省重大科技成果转
化项目。
要擦亮江北新区智能制造品牌，创新的步伐还要快些
再快些。
5 月 31 日，江北新区重点创新平台项目中国气象谷启
动区项目主体正式封顶。这座定位中国气象科技产业“硅
谷”的新创新集聚带，未来将引进一批行业一流企业，汇聚
一批世界一流的行业领军人才，掌握一批世界领先的气象
科技成果，孵化一批气象产业的龙头企业，开发一批气象服
务的高端产品，
形成一套商业气象的完整产业链。
以中国气象谷建设为契机，智能制造产业园加快打造
“环高校创新圈”。园区通过深化与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创新合作，累积招引、培育各类创新创业人才 186 名，培育
高企总量从原先不到 50 家，到现在 234 家；通过大力实施
“创业江北”人才计划，园区共有 3 家企业成立国家级博士
后工作站，8 家企业成立省市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2 家
企业成立江苏省级院士工作站，加速高端人才向园区流动；
抢抓科创体制机制改革机遇，共集聚新研机构 11 家，产业
领域涵盖高端气象、先进材料、轨道交通、柔性电子、人工智
能行业应用等。
园区还通过优化服务体系，强化培育机制，稳步搭建上
市企业梯队。成立 5 年来，已累计推动 13 家企业在多层次
资本市场成功上市。目前正在重点推进 4 家企业上市，另
储备 9 家计划上市企业，
推动开展上市前期工作。

优化生态，
厚植产业发展沃土
六年疾驰而行，作为“两城一中心”
主导产业产
业化的重要平台，智能制造产业园不断壮大创新动
能，
驱动产业快速发展。
信创产业生态如何打造？
“ 数贸之都”如何建
设？产城融合发展格局如何形成？迈上新的发展
阶段，这些摆在智能制造产业园面前的课题都要一
一攻破。
6 月 6 日，联合国 DODR“丝路之舟”数贸大厦
启动。建设“数贸之都”，江北新区再添一员“猛
将”。以南京自贸片区启动为契机，智能制造产业
园依托丝路集团，对接全球坐标系，大力提升经济
外向度。丝路集团今年 5 月已入驻江北新区“丝路
之舟”数贸大厦，6 月，位于弘阳广场的丝路跨境自
贸区免保税店开业。丝路弘阳店是南京首家集跨
境电商网购保税、保税展示交易、国际免税店于一
体的 O2O 零售展示交易中心，开业一个月以来销
售额达 285 万元。丝路集团上半年已完成批发零
售额 26.76 亿元，外贸额超 30 亿元，今年全年外贸
进出口额预计可突破 100 亿元。
“丝路之舟”
基于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数字技术，将通过搭建全球 DODR 国家节
点网络和 DODR 产业节点网络，建立 DODR“可信
数字贸易体系”
，在欧洲、南美洲、非洲、东南亚等国
家设立节点，着力实现贸易、物流、金融等各个环节
过程数据的互联互通，打造跨境贸易全产业链的数
字化场景模式，形成覆盖全球的跨境贸易数字网
络，创新“全球买 全球卖”的新一代数字贸易基础
设施，实现全球贸易伙伴的“互信互享、互联互通、
互帮互助、互惠互利”
，联合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打造
“一带一路”
数字丝绸之路。
智能制造产业园统筹片区资源，高标准推进产
业空间规划建设，以提升服务质量为重要抓手，大
力推进营商环境优化，逐步彰显生产、生活联动的
“产城融合”
发展格局，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升专业服务水平。园区不断强化专业服务
能力，同时建立了“专业化服务”
“日常化联系”
“专
题化走访”等服务机制，定期开展“企业家座谈会”
“智会私董会”等活动促进企业间交流互动，在资
金、技术、政策、政务、公共服务等方面为企业提供
“一站式”
服务。
推进智慧园区建设。园区积极推进智慧园区
信息化平台和园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充分利用云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实现内部运营管理的信息
化、物业管理的智慧化，为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促
进小微企业间的横向联合和资源的深度对接。
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园区主动对接 36 氪鲸
准、蜂巢互联、泰智会以及资本服务平台，构建多元
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为企业发展提供专业智库平
台支持，
全面服务企业创新，
赋能企业发展。
完善配套设施。园区抢抓速度，
推进一批特色产
业标杆建设的同时，
将智慧城市、
绿色园区等先进理
念融入建设实践，
推进环境整治、
载体出新、
道路升级
等市政配套完善，
全面提升园区品质。
智能制造产业园聚焦提质、赋
能两大主题，加强企业从基础研究，
到成果转化，再到产业化的全生
命周期服务管理，全面提
升营商环境，正朝着园
区级最近的未来
大步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