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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革命”
催生新兴产业发展
——来自武汉数字经济一线的调研报告

上图：
中信数智（武汉）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胡继强介绍建筑业
“智能建造”
。
长江日报记者苗剑 摄
左图：
长江青年城智慧人居系统。

长江日报记者李永刚 摄

（上接第一版）

面向国际国内征集解决方案
武汉 3 年内建成 100 项数字经济应用场景
以上 3 个应用场景，都位于武汉发布的首批数字经
济应用场景之列。
“围绕打造全国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目标，我市正全
力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最优环境。”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科
学技术与人工智能处有关负责人介绍，应用场景是打
造创新产品的体验场、试验场，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
“ 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庞大的市场，是我市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
”
“开放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是我市突破性发展数字
经济中的一项重要政策。”该负责人表示，通过开放
场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数字经济领
域的前沿技术企业能够找到技术应用空间，在实际
验证应用中实现产品快速迭代、功能不断优化、加速
推向市场。
6 月 4 日，我市重点聚焦人工智能、区块链、5G、工
业互联网、北斗与卫星互联网等五大技术应用领域，公
开发布首批共 271 个应用场景。这些应用场景，是在
320 家企业申报的 409 个场景中遴选出来的。
以首批 271 个应用场景的公布为契机，武汉将突破
性发展数字经济全方位释放应用场景的引领作用，在
政务、产业、金融、交通医疗、教育等优势特色领域，打
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应用示范项目。
我市还将征集第二批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国内外
企业均可“揭榜挂帅”。进一步挖掘具有创新性、示范
性、可推广性的数字经济应用场景，还将开放更广应用
场景，面向国际国内企业征集解决方案，
“ 对完成揭榜

“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最缺乏的就是应用
场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产业经济学教授、博士生
导 师 黄 漫 宇 在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 ，新 技 术 、新 模
式、新业态只有在丰富的应用场景中才能找到成长
创造场景
的土壤。
当下，武汉相关部门通过征集和发布数字经济应
将场景建设融入地标建设
用场景，制定政策引导市场主体对数字经济应用场景
长城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曾对“场景”做过如下
“揭榜挂帅”，这一系列举措都将通过应用创新倒逼技
定义：场景不是技术应用示范，而是想像力的突破，从
术创新，
加速企业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商业应用。
而实现业务的爆发式成长；场景不是挖掘需求，而是创
“一个城市的新产业应用场景持续丰富，势必会进
新力的开拓，
通过洞见创造未来。
一步优化城市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创新型企业进驻，促
近两年，武汉主动挖掘落地场景，助推潜在独角兽
进城市能级提升。
”
黄漫宇提到。
企业爆发成长。
而场景本身，已成为全国城市竞相发展新经济的
如今，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龙灵山蜿蜒起伏的
发力点。
山路上，自动驾驶出租车、观光车、穿梭巴士、售货车、
王德禄提到，现在各地政府都在提供场景清单，以
环卫车穿行于绿水青山之间。这一幕，让军山街硃山
期吸引独角兽企业落地。上海、北京、成都、深圳、厦门
村的村民们颇为感叹，30 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弃矿
等城市都比较重视场景创新。
坑，
如今已变身为国内首个自动驾驶公园。
黄漫宇举例，去年 3 月末，上海、成都不谋而合出
20 世纪 90 年代，龙灵山所在的硃山片区进驻十多
招——前者出台《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
家采石场炸山采石，
留下数十个矿坑。
案（2020－2022 年）》，提出将在未来推出“100+”应用
2006 年底，武汉经开区托管军山街，停采闭坑，修
场景，集聚用户流量，催化在线新经济发展；后者举办
复山体，6 万平方米废弃矿坑全部回填，并修建了龙灵
“2020 成都新经济新场景新产品首场发布会”，宣布将
山生态公园。
持续发布 1000 个新场景、1000 个新产品。今年 1 月 26
2015 年，武汉经开区在龙灵山周边成立规划面积
日，在成都新经济共享大会上，成都发布了一份 1.9 万
90 平方公里的智慧生态城，在智慧生态城内，2/3 是生
亿元的城市场景机会清单，宣告成都新经济进入 2.0
态绿地，严格控制开发，1/3 土地可供开发，但工业项目
时代。
被拒之门外，优先发展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
黄漫宇建议，武汉需要进一步激发创新主体的活
能及智能制造、检验检测、智能家居、高端文化旅游及
力，推动人才、技术、产业、资本的深度融合，打造在人
康养等高新技术和绿色健康产业。
工智能与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创新高地、高端
2019 年，国家智能网联汽车（武汉）测试示范区在
人才培养基地和产业技术创新策源地。
“ 现在场景创
此挂牌成立，建设了国内最大的 5G 车路协同智能网联
新的主体是‘独角兽’，只要能技术落地，它就能爆发
汽车示范区。东风、百度、中国移动、华为等一大批智
成长。现在各地政府都在提供场景清单，以期吸引
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企业纷纷落户，围绕七大类自动驾
‘独角兽’落地。”黄漫宇解释，企业找落地，政府提供
驶应用场景，开展下一代汽车的研发、测试、验证等商
机会清单，两者若能高效组合，场景创新就会突破得
业化运营。
更快。
不仅是龙灵山，昔日的采石场黄龙山也正变身为
如今，政府给优惠不如给场景，要赢得城市发展的
郊野山体公园。如今，位于武汉三环线东段的黄龙山， 主动，不可能再简单依靠拼优惠政策、拼低要素成本，
山体体形丰满、植被茂密，犹如一个绿色的大盆景，让
唯有优化营商环境才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最
人难以想象它曾经是一座山体几乎被挖平的采石场。
持久、最强劲的制胜之道。
城市是天然的场景发生器，可挖掘的场景是海量
黄漫宇提到，关注企业经营中一些市场难以调节
的，一个区域挖掘打造出的场景资源越丰富，新经济发
或者仅通过市场行为难以解决矛盾的部分，政府可以
展的活力和潜力就越大。
通过针对性的政策调节，营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环境，而
龙灵山、黄龙山变身城市新场景的同时，城市地标
这也将成为城市吸引企业的关键所在。
建筑也在积极融入场景建设中。
日前，上海、北京、广州、天津和重庆率先开展国际
今年“五一”期间，代表现代科技文明的光谷“牵
消费中心城市的培育和建设，
“场景营城”
备受关注。
手”千年古楼黄鹤楼，一场跨界光影秀在城市上演。这
黄漫宇建议，武汉要继续关注全域场景营销。比
场中国光谷光影秀活动中，全球最大尺寸光纤预制棒、
如，今年“五一”期间，光谷“牵手”黄鹤楼，在城市上演
全球首颗北斗高精度 AI 控制芯片、中国首个 400G 硅光
了一场跨界光影秀。
模块等 15 款产自光谷企业的“硬核”科技产品集中亮
在消费场景上，武汉要更加鼓励实体商业扩大人
相，
他们代表着各自领域在中国乃至全球的最高水平。
工智能与 5G 场景应用空间，增加体验、展示、沉浸、吸
“黄鹤楼将成为武汉商业新地标。”中国光谷光影
引流量的场景功能，拓展一批超高清视频、车联网、智
秀活动期间，武汉旅游体育集团宣布，将以黄鹤楼为载
慧家居等新消费场景。推动老街老店回归升级，新开
体，通过不定期举办海内外重要商业（品牌）高端发布
首店、潮店、旗舰店、老字号特色店，比如，在江汉路步
展演活动，将其打造成为武汉商业新地标、品牌产品首
行街引入扫脸支付功能，打造成全国领先的高品位智
发地。
慧街区。

全自动药品补发一
体机器人，每小时可以
处 理 500 个 处 方 单 ，发
药速度 2500 盒/小时，8
秒可以完成一个订单

汉口北长江青年城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
汉
江

江

当你结束一天的工作后推开家门，智能音箱随即
响起“欢迎回家”的问候，客厅自动亮起灯光，窗帘自动
关闭，空气净化器也随即开启，空调与加湿器根据室内
温湿度自动调节到合适的数值。这时候，你在沙发上
坐下来，智能音箱帮你把电视调到最爱的频道，紧绷了
一整天的神经开始放松。
这不是影视剧中的场景，是已经在武汉实现的智
能生活。18 日，记者来到长江青年城做客，在业主小付
家里，
体会了一把“懒人”
生活。
如今，长江青年城已交付的 1000 余套房屋中，全部
配备了全屋智能家居系统，拎包入住就能享受智慧生
活。
“待整个项目交付时，将在武汉落地不低于 3000 套
的全屋智能家居，形成 15 万平方米的智能社区。”负责
长江青年城智能家居项目的小米负责人告诉记者，长
江青年城将成为国内领先的智慧社区解决方案模板。
作为家居行业的新风口，近年来，全屋智能家居成
为行业新赛道，
但真正落地的项目并不多。
2019 年，小米获颁由科技部授予的智能家居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去年年底，省科技厅发
布湖北首批 12 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由小米承担
的智能家居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入选。
“目前，长江青年城是全国首个较大规模落地的智
能家居项目。”小米相关负责人说，青年城的定位很适
合智能家居应用场景，武汉勇于向新技术开放应用场
景，
这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给优惠不如给场景
对标“全域场景营城”武汉还有提升空间

小爱智能音箱可以
通过语音或触屏方式控
制全屋智能家电和设备
千余套房屋全部配
备全屋智能家居系统

长

小米首个大规模智能家居项目落户武汉
开放应用场景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任务的企业，
给予政策支持”。
按照《武汉市突破性发展数字经济实施方案》，武
汉已组建全市统一的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发布和对接平
台，
每年发布 30 项以上、3 年建成 100 项以上应用场景。
上述负责人表示，城市之间的场景竞争，除企业实
力比拼外，关键也看政府的前瞻意识以及提供场景综
合服务的能力。

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
（武汉）测试示范区

国内最大的 5G 车路协同
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
围绕七大类自动驾驶应
用场景，开展下一代汽车的研
发、
测试、
验证等商业化运营

主场馆采用全专业
BIM（建筑信息模型）技
术设计
漂亮的外形通过电
脑参数化生成，施工周
期仅为 1 年 9 个月

武汉部分应用场景分布示意

突破性发展数字经济，武汉计划这样做
6 月 4 日 我市重点聚焦五大技术应用领域

人工智能
区块链
北斗与卫
星互联网

公开发布首批
共 271 个应用场景

5G
工业互联网
武汉还将征集第二批数字经济应用场景
国内外企业均可“揭榜挂帅”
对完成揭榜任务的企业，
给予政策支持

已组建全市统一的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发布和对接平台
每年发布 30 项以上、
3 年建成 100 项以上应用场景
制图 职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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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作出江汉房征决字
征收现场项目部领取分户评估报告。对征收价格评估结果有异议
〔2017〕第 4 号房屋征收决定。下列房屋因上述房屋征收决定被纳入
的，
应当自公告期满 10 个工作日内，
向本项目评估机构武汉国佳房地
征收范围（详见附表）。该项目依法选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为
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申请复核评估；对评估机构复核结果仍有异议
武汉国佳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因被征收人无法取得联系或
的，
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向武汉市评估专家委
被征收房屋原登记产权人去世，其继承人不明确且未能达成一致，
员会申请鉴定。同时，
请被征收人或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
利害关系
未在房屋登记机构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也未向房屋征收部门提供相
人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前，
持身份证和相关证明材料，
到清芬片旧城改
关资料，导致现所有权人不明确。现依法将上述房屋分户评估报告
建项目房屋征收现场指挥部协谈征收补偿的有关事宜。
进行公告，公告期为 30 日，公告期满视为转交。请下列被征收人或
项目部地址：江汉区清芬二路 52 号，联系人：龚琦，电话：027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利害关系人在公告期限内，持房屋所有权证、
85661933。
身份证和其他相关证明等材料，到江汉区清芬片旧城改建项目房屋
武汉市崇安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
被征收人/原登记产权人
房屋坐落
分户评估报告编号
评估单价（元/㎡）
陈静英（故）
清芬一路 108 号
WHC20170000100-39 组-30 号
15801
朱光辉
清芬路 54-60 号 2/4
WHC20170000100-37 组-24 号
17174
刘秀莲
清芬路 54-60 号
WHC20170000100-37 组-25 号
17174
秦芝芬
积庆里 10 号
WHC20170000100-33 组-44 号
15801
王金鹏
清芬路 45 号 3/3
WHC20170000100-37 组-9 号
15801
王晓萍
清芬路 44-50 号 2/6
WHC20170000100-16 组-55 号
17174
朱宏春
江汉区清芬二路 6-8 号 2 栋 3 号 WHC20170000100-38 组-42 号
17174
赵淑芬
中山大道 696-698 号
WHC20170000100-34 组-45 号
17138
张绪铨、吴斌、孙育芳、吴梅莲、吴梅玲、吴婷、吴侠桂 中山大道 684 号
WHC20170000100-42 组-27 号
16585
梅 凤
江汉区积庆里 53 号 201 号
WHC20170000100-44 组-12 号
14800
赵书进
江汉区河南巷 10-11 号 1 楼 1 号 WHC20170000100-1 组-58 号
16520

主城区 A020203 管理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局部用地
（江岸区后湖大道客运站片）规划修改批前公示
后湖大道客运站片位于江岸区后湖大道与汉黄路交会
处。为改善新荣客运站搬迁后区域城市面貌，促进区域功能
转型提升，经江岸区政府申请，拟对武汉市主城区 A020203
管理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局部用地（江岸区后湖大道客
运站片项目）进行规划调整。现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
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和《武汉市控制性详细
规划管理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定，将武汉市主城区 A020203
片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局部用地规划调整内容进行公示，具
体内容如下：
将原规划的长途客运站用地（7.36 公顷）、商业、娱乐用
地（9.16 公顷）、公交枢纽（0.89 公顷）调整为商业、商务及娱
乐用地（6.51 公顷，复合公交枢纽用地）、教育用地（1.40 公
顷，18 班九年一贯制学校）、居住用地（8.08 公顷，含结合保留
地块调整的居住用地 0.4 公顷）、加油站用地（0.24 公顷，结合
现状保留地块调整）、城市道路用地（0.9 公顷）、防护绿地

（0.28 公顷）。原规划公园绿地（0.98 公顷）规模位置不变，结
合整体街坊布局优化用地形状。新增一条南北向 12 米宽地
面步行公共通道。
（以上数据以实测为准）
公示时间：
2021 年 7 月 22 日-2021 年 8 月 21 日。
公示反映方式：有关单位或个人对该项目审批有任何意
见或建议的，可在公示期间通过以下方式向武汉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反映。
1. 网上留言：
gtghj.wuhan.gov.cn/gsly213292.html
2. 联系电话：
027-82700446 公开办
3. 传真：
027-82700057（请注明“规划公示”
字样）
4. 信件寄往“武汉市江岸区三阳路 13 号 武汉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信息中心收”
（请注明“规划公示”字样），邮编：
430014
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 7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