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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出台
七大主要产业板块锁定重点发展方向

今年 5 月下旬，中国银行桂林分行成
功在国家外汇管理局跨境业务区块链服务
平台上为某出口企业办理 4000 多万人民
币出口商业发票贴现业务，助力企业全面
复工复产，实现跨境金融区块链平台突破
性发展。

该出口企业是中国银行桂林分行长期
合作的重点国际结算客户，主营电线电缆产
品的生产与销售，外贸进出口金额规模大，
商业单据及报关材料多。中国银行桂林分行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工作要求，
大力开展营销拓展。通过沟通交流获悉该企
业受疫情影响，有迫切融资需求，了解到企
业融资需求，积极营销该出口企业体验跨境
金融区块链平台功能，为客户定制优惠融资
方案。国家外汇管理局平台以“出口应收账

款融资（发货后）”作为业务场景，通过区块
链的数据不可篡改性和唯一性，从企业提交
融资申请、融资受理、融资审核、放款登记到
还款登记，整个业务流程在该平台上进行管
理。区块链服务平台的应用，加速了“可信数
字化”进程，持续带动金融“脱虚向实”。

中国银行桂林分行通过与国家外汇管
理局的跨界合作，积极推广该平台在出口
应收账款融资的应用，拓展新客户使用区
块链融资，充分发挥该平台在融资场景的
应用、保障业务背景真实性等方面的优势，
抓住了机遇，为企业提供了优质的服务。下
一步，中国银行桂林分行将持续加强银企
合作，为企业提供更优质便捷高效专业的
金融服务，助力桂林当地实体经济发展。

李莲

中国银行桂林分行跨境金融
区块链平台业务取得新突破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闪耀着“创新”与“智慧”之光的
新一代信息技术逐步走进现代产业发展领域。作为广西首个国家新型工
业化电子信息产业示范基地，我市依托良好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目前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拥有良好发展势头。近日出台的《桂林市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发展规划（ 2019-2025 ）》（以下简称《规划》）提出，
重点发展七大主要产业，力争到 2025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规模超
过 540 亿元。

提到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人们的第一感觉是新鲜、高端、
朝气蓬勃。那么，究竟什么是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我市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目前发展情况如
何？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
基础，我市电子信息产业拥有良
好实力，是广西主要的电子信息
产业基地之一，也是广西首个国
家新型工业化电子信息产业示范
基地，已形成“通信设备产业、
光电光伏产业、行业应用电子产
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四大板
块为主导的特色电子信息产业格
局。

目前，桂林市电子信息产业
企业约有 480 家，其中规模以
上企业 55 家，超亿元以上企业
30 家。 2018 年，全市电子信

息 产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16 . 8% ，纳入电子信息行业统
计的规上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1 3 0 . 6 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7 . 4% ，高于全市平均增速 2 . 7
个百分点； 2019 年，全市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收增长达
64 . 9% 。桂林市电子信息产业
稳步增长，为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提供了相对健全的产业支
撑和配套能力。

近几年，我市正着力打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区域性核心
承载区”。依托良好的电子信
息产业基础，目前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拥有良好发展势头。
在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电子
核心产业、信息技术服务业以
及人工智能产业等部分细分领
域已形成一定发展优势。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迅
速，国内各地纷纷抢抓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发展先机，竞相发
展。我市必须牢牢把握行业脉
搏，主动出击，在这股新一代信
息技术发展浪潮中形成自身产业
吸引力。

我市近年来在新一代信息技
术领域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后
被认定为国家级信息化和工业化
融合试验区、国家智慧城市、国
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国家信息
惠民试点城市等。我市拥有中国
电科第三十四研究所、桂林电科
院等 7 个国家部级科研院所，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5 家、自治
区级重点实验室 34 家，拥有 3
家国家级、 54 家自治区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在通信终端领域
产业链的部分环节拥有包括光隆
光电、桂林恒毅金宇通信、桂林
立德爱博半导体装备、桂林师慧
信息、桂林市思奇通信设备等一
批重点企业。我市已与华为、中
国电子、中电集团、三大运营商
等国际一流信息科技企业达成全
方位的战略合作关系。华为智能
手机生产基地已落户桂林，华为
信息生态产业合作区在桂林经开
区建设。这些“长处”为我市下

一步做大、做强、做优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提供有力支撑。

《规划》提出了把我市打
造成为广西传统产业数字化转
型升级引领区、西南地区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新高地以及全
国旅游城市数字化发展示范
区，力争到 2025 年，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规模超过 540 亿
元，构建具有全国领先水平的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实
现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创新能
力显著提升、龙头企业引领发
展、产业集群优势突出、数字
化转型成效显现、产业环境汇
聚活力。

产业布局方面，将依托桂
林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现有发
展的空间格局与区域特色，以
桂林主城区为核心，高新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铁经济产
业园为三大支撑，以各县区为
互动节点，构建“一核三区多
点”的桂林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发展布局，促进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资源的有效流动，由
点及面、以强带弱、协同共
进，形成“一核引领、三区支
撑、多点发展”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发展格局。

列车奔驰千里，是因为有引导它的
铁轨。我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并
非“面面开花”，而是结合产业基础和
优势确定了重点领域发展方面，着力构
建“一个重点发展、三个积极发展、三
个培育发展”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
群，大力发展 5G 产业、集成电路、物
联网、北斗导航产业、培育发展人工智
能、大数据、信息安全产业等七大重点
产业板块，且每个板块都有明确的重点
发展方向。

在推进 5G 智能终端产业高质量发
展方面，依托深科技智能手机制造服务
基地项目，引进一批 5G 智能终端制造
类企业，持续扩大桂林 5G 智能终端产
业规模。重点发展整机设计及制造、关
键元器件、芯片设计等行业，到 2025
年形成完整的智能手机产业链；鼓励发
展手机外壳、摄像模组、触控面板、
PCB （印制电路板）等关键零部件配
套产业，培育一批骨干企业，到 2025
年形成完善的 5G 智能终端产业配套协
作区。此外，努力实现 5G 光通信设备
规模发展，实现 5G 车联网应用产业化
突破，以及做强“ 5G+大医疗”桂林
特色融合应用。

在着力发展集成电路产业上，率先
发展封装测试与材料业。以本地优势企
业为龙头，吸引和集聚一批封装测试与
材料企业，增强产业配套能力。围绕桂
林特色优势领域，强化集成电路设计，
鼓励其与集成电路重点企业合作，重点
研发北斗与应用处理器或传感器结合的
集成芯片等。以光隆光电等高新区重点
企业为基础，大力扶持集成电路芯片制
造业做大做强。到 2025 年，初步形成
桂林特色芯片产业聚集区，增强桂林集
成电路产业核心竞争力。

在积极发展物联网产业方面，到
2025 年，桂林物联网产业聚集效应初
显，产业链基本完备，与其他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形成联动，有力推动传统制
造业转型升级。引进培育物联网企业
60 家以上，全市物联网产业规模达到
80 亿元，突破一批传感器领域关键技

术，建立 3 个以上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行
业应用平台，智慧农业、智慧旅游、智
慧交通、智慧医疗等领域创新应用效果
显著，成为全区物联网发展创新集聚
区。

我市在加快推进北斗导航产业发展
方面，将进一步加强基础产品研发，开
发北斗兼容 GPS 、格洛纳斯、伽利略等
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的芯片、模块、天线
等基础产品，培育发展自主的北斗产业
链。到 2025 年形成实现 5G 车联网应用
产业化突破，量产一批北斗导航车载智
能终端。

在培育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方面，我
市重点发展高端智能无人机制造，推动
细分领域专业型无人机产品研发。优先
发展伺服系统、控制器、传感器等机器
人核心零部件，加快技术攻关，提高制
造精度，推动伺服电机往小型化、高性
能方向发展。到 2025 年，打造一批在业
内具有影响力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品牌
产品。此外，着力发展智能家居领域，
重点突破人工智能核心技术，聚焦人工
智能在旅游行业应用，引进更多人工智
能平台落户桂林。

从产业基础来看，我市大数据产业
基础仍相对薄弱，下一步将整合全域旅
游资源，建立旅游基础数据库，打造智
慧旅游大数据平台，推进桂林景区信息
化建设。到 2025 年，争取利用旅游大数
据有效指导桂林旅游业发展。此外，大
力发展生物医药大数据产业，融合发展
地理信息大数据产业，着力突破大数据
应用关键技术。

数据安全防护需求将技术进一步变
革。为此，我市将培育发展信息安全产
业，重点开发面向 5G 网络的移动智能安
全终端、智能安全网络设备等行业应
用，完善并延长 5G 产业链，提升对于
5G 产业的配套功能。到 2025 年底，桂
林信息安全产业生态初步建立，形成对
5G 产业的重要支撑作用。同时，大力发
展安全软硬件行业化产品，创新发展工
业互联网与工控安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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