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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引领福建高质量发展

福州数字经济综合指数福建省最高
【福州晚报讯】 近日，
福建省经
济信息中心发布了《2020 年福建省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评价报告》，
结果
显示福建省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简
称 FJDEI 指数）达 74.58，数字经济
规模突破 2 万亿元，占福建省 GDP

比重超过 45%。数字经济正引领福
建省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快
步前进。
据悉，福州数字经济发展继续
领跑福建全省，数字经济综合指数
达 88.49，
分数福建省最高，
5 个一级

指标中福州有 3 个排名第一。
在数字发展基础方面，福州位
列第一梯队，新型设施基础得分为
福建省最优，
传统设施基础、公众载
体基础和公众素养基础三项得分也
处于福建省前列。

在数字技术创新方面，福州领
先优势突出，
排名第一，
数字创新项
目和数字技术应用两项指标得分远
超其他设区市。
在数字社会应用方面，福州位
列第一梯队，数字民生应用得分全

数字经济领域

AI 机器人晨检、智能手环定位……

福州创新企业数量
福建省最多

福建首家物联网示范幼儿园 科技感十足
机器人萌萌给小朋友晨检。
【福州晚报讯】 人脸识别进
校园、智慧测温、智慧垃圾分类教
学屋、智慧气象站……10 多个物

联网应用示范场景，让马尾江滨
幼 儿 园 的 管 理 、教 学 变 得 更 智
能。该园成为福建省首家物联网

高科技！
“智慧车”
驶上
“聪明路”
5G 公交体验车峰会期间上路
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
间，与会嘉宾在马尾路上体验“智慧
车 上 智 慧 路 ”—— 马 尾 车 路 协 同
（M1 线路）项目，这是马尾建设的福
建省首条实际运营的 5G—V2X 智
能网联公交线。
乘坐 5G 智慧公交，乘客可以体
验到这些场景：车辆实时提示与前
车的行车安全距离；车距过近时，自
动发出安全预警；需要转弯时，车辆
发出转弯警告并减速。车辆还可以
自动研判前方红绿灯状态，以最佳
时速绿波行驶通过交叉路口。驾车
行驶全程，车厢互动屏幕像“隐形的
手”操控着全局，每到路口都能听到
语音提醒和安全预警信息。
据介绍，行驶时如果检测到消

关注

防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以及行人
穿行斑马线，车辆会提示停车让行
或减速避让。之所以能实现这些功
能，是因为车头顶端装有一个手掌
大小的智能车载设备 OBU，用来与
安装在路边的路侧车联网设备进行
信息交互，实时接收路况信息，道路
两侧安装了各种路侧设备和探头。
此次推出的 5G 智慧公交体验
路线，是马尾智慧公交线路 M1 路的
微缩版。目前马尾正在建设全长
10.3 公里的智慧公交线路 M1 路（快
安公交站—福州保税区），打造“智
慧车上智慧路”，这是福建省首条实
际运营的 5G—V2X 智能网联公交
线，10 辆经过智能化改造的 M1 公
交将陆续投用。
（欧阳进权）

应用示范幼儿园。
据悉，马尾江滨幼儿园是福
建省首家集物联网技术、人工智
能、大数据分析及教育信息化于
一体的智慧幼儿园。园内的物联
网应用场景是本届数字峰会马尾
区推出的示范场景内容。
马尾江滨幼儿园的科技感十
足：入园处有多台 AI 人脸识别安
全出入设备，可以自动甄别学生
和家长身份；走进校园，迎接孩子
们的是负责晨检的 AI 机器人奇奇
和萌萌，它们配合保健医生，完成
小朋友的体温、手足口检测等工
作，并把相关数据传输到智慧幼
儿园管理系统。
智慧幼儿园管理系统是幼儿

省最高，
数字消费得分居第一名。
在数字治理水平方面，福州在
数字共享与保障指标上全省领先。
在数字产业发展方面，
福州位列
第一梯队，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齐头并进，
得分全省领先。（赵铮艳）

园的“智慧大脑”，孩子的考勤、入
离园记录、晨检记录等信息在上
面一目了然，这些数据也能在每
个班级门口的智慧班牌上显示。
幼儿园操场树丛中设置了多
个智慧音箱。全园小朋友都配备
了智能手环，当他们经过音箱时，
会触发音箱内的播报装置，音箱
便开始播报各类树木知识，让孩
子们通过这种方式认识大自然。
幼儿园内还部署了 400 多个
物联网传感器，它们和手环相连，
可以实时定位孩子在园内的位
置。智能手环还会记录孩子们经
常“打卡”的区域，通过大数据分
析他们的兴趣爱好，进而提供更
加个性化的教育。
（马丽清 文/图）

【福州晚报讯】 近期，
《福建
省“独角兽”
“ 瞪羚”企业发展报
告（2021 年）》发布。报告显示，
福建省数字经济领域共有 295 家
创新企业，福州占了 121 家，数量
较去年的 46 家明显增多，继续居
福建省首位。
据悉，福建省数字经济领域
295 家创新企业（
“独角兽”企业 6
家、未来“独角兽”企业 61 家、
“瞪
羚”企业 228 家），总体呈现发展
速度快、成长时间快、梯队式发
展、科技含量高、经营效益好、创
新能力强等六大特点。
福州共有 121 家创新企业，
包括“独角兽”企业 3 家、未来“独
角兽”企业 24 家、
“瞪羚”企业 94
家。
（赵铮艳）

福州仓山智慧管理数字化建设产业园区

“无人机+AI”实时监控工地
【福州晚报讯】 在仓山区金
山橘园 A、D 地块园区标准化厂房
建设项目是福州市重点项目，定
位为以高端现代化服务业和高新
技术产业为主的创新型产业园
区。这里是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
峰会智慧化园区数字工地应用场
景的所在地。
据介绍，为打造高质量的工
业园区标准化厂房，中建科工基
于对“云大物移智+ BIM”等先进
技术的融合应用，构建了先进的
智慧工地管理平台。通过 AI 预
警系统、智能广播系统、无人机
作战巡查平台系统、智能灯控系
统、智能喷淋系统、智能人员统
计系统、智能灯杆系统，将施工、
运营管理过程中涉及到的全要
素 进 行 实 时 动 态 采 集 、智 能 预
警，有效地支持全周期项目运营
管理工作，为科学决策提供大数
据支持。
“智慧工地管理平台有效地

金山橘园 A、
D 地块园区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
支持了一线现场作业人员及项目
管理者对施工质量、安全和进度
的精确控制，在工程施工过程中
实现了可视化智能管理，提高了

施工现场信息化、数字化管理水
平，为绿色建造和生态建造打下
坚实基础。”该项目现场负责人表
示。
（林铭/文 石美祥/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