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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产业生态圈，让数字在流通中增值
曾一度靠“数烟囱”来衡量产能的园区，如今亩产税收领跑全市———

阳春三?， 上海市北区块链生态谷

正不断拔节生长。 这个生态谷不仅有一

流的环境生态，还在打造生态产业链，目

前已集聚 20 余家区块链企业。 特别是，

参与张江重大项目的上海科学院区块链

技术研究所也将入驻生态谷。 该研究所

突破了跨链、 沙箱等区块链共性关键技

术，将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截至去年底，面积仅 3.31 平方公里

的市北高新园区， 单位土地税收产出领

跑全市开发区； 园区内拥有经市经济信

息化委认定的核心大数据企业 170 多

家，数量占全市总数三分之一。数字化转

型，让这个曾一度靠“数烟囱”来衡量产

能的园区，迅速抖落烟尘站上云端，实现

自身跨越式发展的同时， 发挥出强磁场

效应，成为上海数据资源最丰富、数据类

企业最集中、 数据应用场景最广泛的区

域，围绕数字经济构筑起“云—数—智—

链”的产业迭代。

实现数据增值，也实现产
业“盈利”

截至目前，不仅大数据中心、大数据

交易中心纷纷落户园区， 更多涉及 “数

智”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也在此集聚，并

依托产业链为自身赋能，实现新发展。

市北高新园区还吸引了大数据流通

与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上海?算中

心大数据产业孵化基地、亚马逊 AWS 联

合创新中心等数据要素资源平台和一大

批重点企业、头部企业落户。去年 6?，汇

集区块链企业的上海市科创办重大项目

“市北区块链生态谷”也在园区内落成。

数字化，赋能园区，赋能产业链，更

以此发挥出强磁场效应。

纵观全球， 大数据时代带来了产业

变革和创新发展的新趋势。 市北高新这

样理解大数据的战略意义： 不仅在于掌

握庞大的信息数据， 更要在要素充分流

动的基础上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

挖掘加工分析处置，实现数据的增值，也

实现产业“盈利”。

当下，市北高新园区逐步构建起“交

易机构+产业基金+创新基地+发展联

盟+研究中心”的产业生态圈。

数据资源要素充分流动增值下，一些

小企业崭露头角———“小鹏汽车” 完成赴

美上市；专注于智能测温领域的“热像机

电”准备申请在科创板上市；聚焦品牌电

子商务的“宝尊电商”迅速占领第一梯队，

全球知名品牌合作伙伴总数?过 250个。

一些头部企业也实现了再发展。

近期，轨道交通 15 ?线、18 ?线的

无人驾驶被反复“点赞”，乘客站在车头，

透过车窗能望见隧道在眼前“飞驰”。 无

人驾驶列车运行所依靠的正是数字控制

系统， 其提供者正是轨道交通控制系统

巨头卡斯柯。

卡斯柯不仅在市北高新园区设立

“市铁路智能调度指挥系统工程研究中

心”， 也牵手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力开

发，在园区发布“智能车站”“智能运控”

“智能化验证与培训” 三大类 10 个智慧

轨道交通场景， 展示了智慧轨道交通领

域的未来。

构建清单，推动数据要素
流通便利化

面向“十四五”，市北高新园区正主

动对接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 积极承

载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

首先， 全面提升数据要素流通的便

利化水平———在大数据领域 ， 紧抓大

数据产业基地建设 ， 推动大数据 、 云

计算 、 人工智能等数智产业实现核心

技术突破和跨界协同创新 。 特别是发

挥市大数据中心平台效应 ， 构建公共

数据开放清单 ， 推进公共数据开放 ，

建设上海首批数据开放试点区 。 不断

推动数据流通和交易机制创新， 探索跨

境数据流通规则。

其次， 打造区块链生态谷， 以 “区

块链+大数据” 为主线， 聚焦 “数字金

融 、 数据交易 、 跨境贸易 ” 等重点领

域 ， 建设 “区块链感知和应用展示中

心”。 构建园区运营发展的 “数字孪生”

体， 服务数智经济新发展。

市北区块链生态谷正探索区块链技

术的行业应用示范， 可用于检验检测存

证、 人才资质认定、 知识产权保护等领

域， 并为园区传统企业赋能。 譬如， 使

用区块链技术 ， 把商业消费 、 楼宇能

耗、 企业经济贡献、 企业员工志愿者服

务等场景转换为区块链积分， 企业和员

工获得积分后， 可享受停车、 培训、 餐

饮、 健身等各类优惠。

据透露， 园区也将建设市区块链技

术研发和产业转化功能性平台， 重点发

展 5G+?高清视频产业 ， 5G+智慧城

市 、 数字孪生 、 金融科技 、 工业互联

网、 智能医疗等新兴产业， 推出一系列

具有突破性创新和引领性示范的应用场

景 ， 让数字不仅赋能产业 ， 更用出市

场， 用出价值。

①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市场监管服务保障现场指挥中心全新打造的“智能监控平台”，充分运用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不仅可以实时监控食品安全问题，今年还渗透到药品和电梯领域，实时保

障维度进一步拓宽。 本报记者 袁婧摄
②卡斯柯信号公司内的上海轨交无人驾驶工程技术中心。

③上海市“一网统管”市域物联网运营中心内景。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制图： 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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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实数字治理“底座”，也扎好数据安全“篱笆”
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以数字化转型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

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转型，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 ，提高

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 营造良好数字生

态 ，建设数字中国———迈入 “十四五 ”，

数字中国建设焕发生机。

两会会场上，围绕政府工作报告中

的“数字中国”这一关键词 ，代表 、委员

纷纷建言献策 ：迎接数字时代 ，激活数

据要素潜能 ，加快建设数字经济 、数字

社会、数字政府 ，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

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变

革，更要用法律法规为数字的流通运用

扎好“篱笆”。

数字时代 ，为生活添便捷 ，更让人

们有了新期待。

数字经济
“一业一特色”推动转

型构筑新优势

数据的诞生，推动移动互联网升级

为物联网， 也孕育了丰富的应用场景。

日复一日的集聚下，海量数据与场景也

激发传统行业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华丽

转身”， 催生了新兴产业与新业态 ，数

据变成了当下重要的生产力之一 ，更

释放出强劲动能 ， 成为壮大经济发展

新引擎。

新技术 ， 是数字化进程中最清晰

的产物与最坚实的 “底座 ”。 不少代

表 、 委员表示 ， 应聚焦新网络 、 新平

台 、 新终端 ， 加强关键数字技术创新

运用 。 全国政协委员张英发现 ， 不少

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在性能提升和迭代

升级方面进展缓慢 ， 这背后折射的是

“数字核心技术自立自强迫在眉睫 ”，

她建议围绕工业软硬件 、 工业操作系

统 、 高端装备等关键核心技术 ， 通过

应用牵引 、 整体带动 、 揭榜挂帅等一

系列创新机制 ， 鼓励国资国企和重点

领域优先部署应用。

数字技术为一批传统产业赋能，也

带动新兴产业落地生根。 全国人大代表

邵志清非常看好产业数字化发展，他建

议大力建设数字工厂 ， 发展工业互联

网， 建设一批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平台，

提升完善整个产业的数字生态，助推实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小企业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主

战场， 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主力军。

代表、委员也发现 ，中小企业整体数字

化转型程度及支持力度有待提升。 张英

认为，可以制定“一业一特色”的企业数

字化转型路线图和评价机制，分类分级

指导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 同时建议打

造一批特点鲜明 、导向明确 、具有行业

赋能作用的工业互联网公共平台，为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一体化解决方

案。 全国人大代表丁光宏则从实际需求

层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高扶持中小

企业上云 、上平台的资金规模 ，包括支

持软件、应用和设备上云 ，帮助它们加

快在云端部署。 他同时指出，应该将数

字化能力建设作为职业技能培训重点，

加大补贴力度，帮助中小微企业培养数

字化转型所需人才。

数字政府
设立国家“数据银行”

释放关键数据治理效能

对于政府管理服务而言，数字化就

意味着要从顶层设计推动政府治理流

程再造与模式优化，从而提高决策科学

性与服务效率。

全国政协委员谈剑锋说，数据是新

型生产要素和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

蕴藏着巨大价值 。 经过深入挖掘及应

用，数据可推动经济转型发展 ，重塑国

家竞争优势 ， 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

平。 “合理的调控才能让水流动得更畅

通有序，加速循环”。 他认为，公共数据

开放共享， 是数据政府建设的第一步。

通过建立健全国家公共数据资源体系，

让数据跨部门 、跨层级 、跨地区汇聚融

合、深度利用。 “提升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的功能，健全数据资源目录和责任清单

制度 ， 基础信息资源共享才可获得实

效。 ”此次，他递交了一份提案，《关于建

议设立国家“数据银行”，加强对唯一性

不可再生关键数据管控》， 建议设立国

家“数据银行”，由国家成立专门机构统

一管控，负责关键数据的采集、传输、存

储和确权等。 这样不仅可以推动公共数

据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系，也能以最大

程度保障关键数据安全和国家安全。

近年来，“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

已成为上海推进政府服务和城市管理

的重要载体，“互联网+政务服务” 也逐

渐为人们所熟悉。 在许多代表、委员看

来，通过构建数字技术辅助政府决策机

制，并提高大数据动态预警水平 ，能够

提升政府在应对公共事件时的韧性，最

终让人们生活安心。

“数据价值不仅在于多少 ，更重要

的在于如何挖掘 ， 释放数据背后的效

能。 ”两会现场，也有代表、委员发出这

样的呼声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更需

要大数据科学合理挖掘，释放经济效益

和治理效能。 谈剑锋建议对数据确权、

合规流转等问题明确法规和操作细则，

对违法行为进一步加强处罚力度， 同时

建立一套评测标准和认证体系， 为相关

企业在处理交易数据及信息时提供可以

借鉴的合规标准。 这样一来，数据生产

力和治理力可在安全范围内最大程度

释放，助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也帮助

政府在社会治理的各种实践中构建一

套与数字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策

法规体系。

数字生活
重视乡村数字新基建

助力乡村振兴

从一部手机解决琐碎小事，到互联

网医疗保障健康，再到智能化产品推动

城乡发展，数字技术正全方位融入人们

社会交往与日常生活，推动公共服务和

社会运行方式的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王霞深深体会到数字

生活带来的喜悦：城市大脑、“互联网+政

务服务”、智能交通、智慧养老等云平台、

移动应用，方便群众办事、提高社会治理

效率，成为高品质生活的应有之义。

以养老为例，部分养老院开始试点

“智能养老”，一台健康体征自助监测设

备可为老人构建完整“健康拼图”，更多

便捷程序和场景的应用，也弥合了老年

群体面对的数字鸿沟。

同样，智慧城市也是人民城市建设

的重要部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更应该

强调共建共治共享。 “数据要素与生活

的方方面面相互融合 、相互赋能 、协同

共建。 以市场主体为例，大数据应用推

动企业运营服务升级， 实现更高效能、

更高质量发展，当下的数字中国建设，同

样离不开市场主体的推动。 ”邵志清说。

购物消费、居家生活、旅游休闲、交

通出行等越来越多生活场景数字化，一

幅“数字生活新图景 ”正缓缓展开 。 代

表、委员就此建议，要打造智慧共享、和

睦共识的新型数字生活，就要推进智慧

社区建设，建设便民惠民智慧服务圈。

推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数字化

也将推动乡村治理模式升级。 代表、委

员建议要构建面向农业农村的综合信

息服务体系。

建立涉农信息普惠服务机制，推动

乡村治理的数字化 ，也是代表 、委员关

注的焦点。 谈剑锋建议：在乡村强化数

字新基建，建设党务、政务、服务的数字

化平台，将基层重大决策、重大活动、重

大项目、补贴补助发放 、财政资金使用

等信息及时推送群众，同步畅通群众意

见反馈渠道 、充分听取民情民意 ，提高

数字乡村的运行效率和宜居度。

数字生态
为数据披上“铠甲”，

全生命周期保障数据安全

为数据披上“铠甲”，在推进流通运

行的同时，更要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

大生态———代表委员们不约而同聚焦

到数据的安全，“小到个人隐私，大到社

会公共系统 ， 数据治理既要垫实 ‘底

座’，也要扎好‘篱笆’”。

从更广范畴看，数据安全从个人到

国家，再到国际间交流 ，都需要安全来

“兜底”。 加强数据安全评估，推动数据

跨境安全有序流动，才能实现全生命周

期地保障数据安全。 在此基础上，全国

人大代表张兆安递交了一份《关于保障

重要数据跨境流动的建议》， 他认为要

完善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分类分级保

护制度。 “根据因数据遭篡改、破坏、泄

露或非法利用 ，可能对自然人 、法人和

其他组织 ，以及社会秩序 、公共利益和

国家安全带来不同影响而进行分级，以

此决定数据跨境流动的程度。 ”他也建

议组建包括自评估机制 、 联审联评机

制、安全检查机制和信用管理机制在内

的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体系，形成国

际合作管理机制，携手打造开放、公平、

公正的数字生态。

谈剑锋在查阅资料时发现， 生活中

不少人会因隐私数据泄露而遭受攻击。

包括指纹、DNA 等在内的个人生物特征

数据，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特征，一

旦被窃取、无法追回并变更，对个人隐私

保护带来极大风险。他在提案中指出，要

加快相关法规制度建设， 严格规范和落

实关键数据的采集、存储和使用。 同时加

强数据治理和数据监管， 严控大数据的

使用场景，避免过度、无序、随意地采集。

规范有序的政策，不仅用于传统行

业，新兴产业同样需要“紧箍咒”。 已进

入快速发展期的智能汽车产业，正依靠

大量车载传感器和交互应用，获取并处

理成千上万个人数据、 地理环境数据、

道路交通实时数据等。 这也让代表、委

员提到了相关数据安全的保护和监管。

谈剑锋在提案中提出：完善和落实智能

汽车软件供应链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和

标准，可从软件供应链切入 ，进行软件

代码安全审核和规范，并要求各类软件

都通过安全检测。

集聚了上海市三分之一核心大数据企业的市北高新园区。

数字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