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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下欠发达区域信息化后发优势转化的维度与路径 ∗
———以江西省为例

韩

迟ꎬ季凯文ꎬ刘飞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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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欠发达区域信息技术应用效益偏低ꎬ信息化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带动力不足ꎮ 大数

据时代的来临为这些区域后发优势转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ꎮ 应围绕信息化与产业跨界融合、智慧城市、信息惠民
和信息消费 ４ 个维度ꎬ以信息基础设施升级改造为牵引ꎬ大力推进电子商务多元化应用ꎬ全面提升电子信息产业竞
争力ꎬ稳步提高社会事业信息化水平ꎬ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信息化与城镇化协同发展ꎮ
关键词: 欠发达区域ꎻ信息化ꎻ维度与路径ꎻ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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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云计算” 、“ 移动互联网” 、“ 物联网” 等的

入 ６５０ 亿元ꎬ同比增长 ２０.３７％ꎮ 但江西工业信息技

数据已广泛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ꎮ 作为新一代

年江西工业信息化的应用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１.２８

快速发展以及国家“ 互联网 ＋ ” 行动计划的延伸ꎬ大

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大数据既是大产业、大机
遇ꎬ也是大变革、大红利ꎮ 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区域而
言ꎬ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在地理区位、交通条件、市
场环境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ꎬ长期的“ 路径依赖” 更
是失去了好多发展机会ꎮ 而随着以大数据为标志的
信息新时代的到来ꎬ信息化后发优势逐步显现ꎬ欠发
达省份在一些新兴业态方面与沿海发达省份处在同
一起跑线上ꎬ为信息化“ 弯道超车” 和提升信息化的
支撑力、带动力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ꎮ

１

１.１

术却呈现出应用率高、应用效率不高的问题ꎬ２０１２

倍ꎬ但应用效益却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８４％ꎬ列中
部六省倒数第二ꎮ 同时ꎬ江西软件产业太软的问题
较为突出ꎬ其与信息产品制造、通信服务的融合创新
不足ꎬ２０１２ 年江西软件产业企业仅为 １２９ 家ꎬ不及
中部省份湖北的 １ / １０、湖南的 １ / ４ꎬ目前尚无国家级
软件基地ꎮ

２０１２ 年江西与周边省份“ 两化融合” 指数对比表
地区

江西信息化后发优势转化的基础与困境

全国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度不断提高ꎬ但信息技术

湖北
广东

应用效益偏低

安徽

近年来ꎬ江西组织实施了“ 信息化入园工程” 等

湖南

一系列专项工程ꎬ企业生产的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ꎬ

江西

“ 两化融合” 水平明显提升ꎮ ２０１２ 年江西两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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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电子商务服务业快速兴起ꎬ但市场份额和产业

带动力有限
近年来ꎬ江西电子商务业有了重大发展ꎬ并呈现

出集聚发展态势ꎮ ２０１３ 年江西全省电子商务交易
额突破达 ６５７.５ 亿ꎬ比 ２０１２ 年同比增长 １０３.４％ꎬ交

８４

韩迟等:大数据时代下欠发达区域信息化后发优势转化的维度与路径———以江西省为例

易额超 １０ 亿元的企业有 ７ 家ꎬ超亿元的有 ５６ 家ꎬ其

中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集聚了全省 ９０％以上的企业ꎮ
但总体来说ꎬ江西电子商务商业模式还处于起步阶
段ꎬ«２０１３ 年中国城市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报告» 显
示ꎬ江西电子商务发展指数列全国第 ２５ 位ꎬ中部倒
数第 ２ 位ꎮ 具体来说ꎬ江西电子商务主要集中在制

２

欠发达区域信息化后发优势转化维度选

择

２.１

信息与产业的跨界融合———为加快经济转型

升级提供引擎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ꎬ支撑“ 互联网 ＋ ” 式产

造业、流通和商贸领域ꎬ结构较为单一、商业价值链

业发展的通信基础设施和环境已初步具备ꎬ涵盖数

条短小ꎬ加之其信用、标准、现代物流等支撑体系不

据中心、软件信息服务、智能终端及电子产品服务ꎬ

够健全ꎬ对本地农产品、工业产品和相关服务的带动

以及互联网、互联网金融和智慧城市等广义应用服

力不足ꎬ电子商务类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占有率偏低ꎬ

务的大数据产业正加速形成ꎮ 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

大量的市场份额被其他省份抢占ꎮ

把数据资产上升为国家战略资源ꎬ广东、重庆、贵州

１.３

等省份也相继发布了大数据战略规划ꎬ全力推进大

智慧城市实践逐步展开ꎬ但依然处于探索起步

阶段

数据的技术研发、产品服务、商业创新及行业应用ꎮ
目前江西已有萍乡、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等地已

对江西来说ꎬ加快推进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经济领

列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ꎬ各地智慧城市建设正

域的研发和应用ꎬ促进信息化与三次产业深度融合、

成燎原之势ꎬ覆盖智慧城市的无线网络已初步形成ꎬ

相互渗透ꎬ加速布局大数据产业ꎬ将利于产业转型升

涵盖政务、新闻、交通、便民、生活、娱乐、医疗、旅游

级步伐的加快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ꎮ

和教育等信息智慧城市综合门户已正式在江西省

２.２

１１ 个设区市上线ꎮ 但江西“ 智慧城市” 建设总体架

“ 智慧城市” ———为江西推进新型城镇化注入

新活力

构、标准体系尚不够清晰ꎬ很多实践仅关注单个信息

随着新一代移动通信、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城

化项目、单个领域信息化建设ꎬ城市大数据处于相对

镇和农村中的探索实践ꎬ智慧城市、数字乡镇等融合

较为孤立和封闭状态ꎬ制约了智慧城市的综合性、集

了信息化和城镇化的互动发展方式逐步成熟ꎬ其中

成化建设ꎮ «２０１３ 年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报

“ 智慧城市” 已成为中国信息化与城镇化结合发展

位ꎬ在中部省会城市列倒数第 ２ 位ꎮ

的城市在建设投入不变的情况下ꎬ全方位实施智慧

覆盖面偏小

江西信息化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还十分

告» 显示ꎬ在 ６０ 个城市中ꎬ南昌的评估得分列第 ３８
１.４

“ 数字江西” 建设积极推进ꎬ但智能化公共服务

的最佳模式ꎮ 据世界银行测算ꎬ一个百万人口以上
城市建设将能增加城市发展红利 ２.５ 到 ３ 倍ꎮ 目前

近年来ꎬ江西省实施了“ 智慧鄱阳湖” 等工程等

有限ꎬ城镇建设及管理蕴藏巨大的信息化施展空间ꎮ

“ 数字江西” 项目ꎬ公共服务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ꎬ

找准撬动信息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发力点ꎬ主动

省市县乡四级互联互通电子政务统一网络已投入使

推行智慧城市建设ꎬ智慧地推进全省城镇化ꎬ将有利

用ꎬ“ 医疗云项目” 已覆盖宜春、赣州、南昌和九江等

于实现信息化与新型城镇化“ 双赢” 发展ꎮ

四个市及县的一级医院ꎬ数字城管系统已在红谷滩

２.３

新区投入使用ꎮ 但江西政务信息化水平与发达省份

信息惠民———加速推动公共服务方式创新
当前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ꎬ也

相比存在较大差距ꎬ« ２０１３ 年中国信息化发展水平

是在重大民生问题和民生需求上实现突破的重要战

评估报告» 显示ꎬ江西政务应用信息化指数列全国

略机遇期ꎬ许多省份将信息化建设作为公共服务供

２３ 位ꎬ低于全国平均水平ꎮ 省内不同区域、不同领

给模式创新的突破口ꎬ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辟

域、不同群体的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和网络普及程度

政务管理、社会建设、智慧民生等公共服务领域ꎮ 对

差异较大ꎬ涉农信息资源缺乏ꎬ且省会信息化辐射带

江西来说ꎬ实现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着民

动作用有限ꎬ涵盖医疗、教育、环保、就业等方面的智

生领域公共服务资源短缺失衡、均等化普惠化水平

能化公共服务有待在全省各地铺开ꎮ

不高等问题ꎬ而信息化无疑为创新公共服务方式提
供了新思路、新路径ꎮ 增大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公共
服务和社会管理中的利用面ꎬ提升公共服务效率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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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实现以人为本的信息化ꎬ对江西实现“ 小康提速”

变ꎮ

目标意义重大ꎮ
２.４

信息消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８５

另一方面要主攻软件与信息服务业ꎮ 强化应用
服务引领ꎬ推动软件开发、电子信息产品制造、通信

国 际 经 验 表 明 ꎬ 当 一 个 地 区 人 均 ＧＤＰ 处 于

服务的融合创新和互动发展ꎬ进一步增强软件产品、

５ ０００ 美元到 １０ ０００ 美元时ꎬ消费结构将发生重大

网络与服务的垂直整合能力ꎻ探索建立大数据基地、

转变ꎬ信息类产品与服务将成为显著的消费热点ꎮ

大数据产业园ꎮ 此外要开拓数字内容产业ꎮ 促进数

同时据工信部测算ꎬ若信息消费增加 １００ 亿元ꎬ则将

字内容产业与新型终端、互联网服务的交互融合ꎬ延

首次跨越 ５ ０００ 美元大关ꎬ这是以信息消费拉动内

提供内容支撑ꎮ

带动 ＧＤＰ 增长 ３３８ 亿元ꎮ ２０１３ 年ꎬ江西人均 ＧＤＰ

伸信息产业链条ꎬ并为三网融合、云计算等新兴技术

需的关键时机ꎬ也是挖掘和释放发展潜力的重要时

３.３

期ꎮ 紧紧扭住“ 信息化” 这个发展准绳ꎬ加速消费模

以挖掘三次产业发展潜力为目标ꎬ大力推进电

子商务多元化应用

一是推行“ 电子商务 ＋ 农业” 模式ꎬ拓宽农产品

式变革ꎬ拓宽电子商务发展空间ꎬ将有效释放信息消
费在扩内需、促转型和惠民生等方面的巨大潜能ꎬ为

营销渠道ꎮ 加快物联网、移动互联、３Ｓ 等现代信息

江西进一步加快发展升级提供内生动力ꎮ

技术在农业经营领域的深度应用ꎬ搭建“ 生态鄱阳

３

湖、绿色农产品” 农产品网上展示平台ꎬ扶持农业产

３.１

欠发达区域信息化后发优势转化的路径
以促进产业内涵式发展为导向ꎬ推动信息化与

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涉农组织或企业
开展网上交易ꎮ

二是推行“ 电子商务 ＋ 工业” 模式ꎬ提高工业产

工业化深度融合
一是打造便捷、高效、绿色型“ 智慧园区” ꎮ 以

品市场竞争力ꎮ 发挥工业骨干企业在电子商务采

省级重点工业园区和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购、销售等方面的带动作用ꎬ推进行业性电子商务平

为核心ꎬ加速园区运营管理信息系统、园区节能减排

台与物流信息化集成发展和实施传统产业“ 触网”

管理系统、园区招商引资信息化系统等平台建设ꎬ实

工程ꎬ促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ꎮ

三是推行“ 电子商务 ＋ 其他服务业” 模式ꎬ培育

现园区信息基础设施智能化、招商引资数字化、管理
服务网络化和产业发展绿色化ꎮ

现代服务业新增长点ꎮ 推动电子商务在生活服务、

二是构建柔性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战略性新兴

公共服务、生产性服务、商贸物流等领域的普及应

产业生产模式ꎮ 加强规划政策、优惠政策引导ꎬ鼓励

用ꎬ扶植物流、旅游、订餐等区域性服务业电子商务

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ꎬ推动敏捷制造、网络制造、

平台建设ꎻ以丰富居民信息消费内容、拉动内需为出

虚拟制造等“ 互联网 ＋ ” 生产方式在企业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营销物流等核心业务的深度应用ꎮ

三是推动传统优势产业信息化、 低碳化改造ꎮ
以提高装备智能化水平和优化工艺流程为重点ꎬ加
快 ＣＡＤ、ＥＲＰ 等信息技术在传统优势工业中的普及

应用推广ꎻ推动信息技术与环境友好技术、资源综合
利用技术、资源节约技术的融合发展ꎬ以技术创新、

发点ꎬ促进互联网金融、移动信息服务和计算机服务
业等健康稳定发展ꎮ
３.４

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引领ꎬ推动信息化与城镇化

联动协同发展
一是促进信息化与重大区域战略实施相结合ꎮ
将“ 宽带中国光网城市” 、“ 智慧城市云平台” 等重

大工程深刻融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等重大区域

管理创新推动节能减排ꎮ

发展战略ꎬ着力打造昌九智慧城市群ꎬ超前布局智慧

３.２

照明、智能安防、智慧管网、智慧金融、轨道交通等影

以集聚、链式发展为途径ꎬ全面提升电子信息

产业竞争力

响区域长远发展的智慧工程ꎮ

一方面要巩固电子信息制造业ꎮ 以电子信息产

二是加快信息化与城市建设管理相融合ꎮ 以南

业集群为重点ꎬ将 “ 招大引强” 与 “ 补齐短板” 相结

昌、新余、鹰潭等城镇化水平较高、辐射带动能力较

合ꎬ主动承接沿海信息产业转移ꎬ打造从硬件、软件

强的城市为先行ꎬ加快物联网、传感网、云计算、大数

到信息技术集成服务的完整产业链ꎬ促进生产方式

据等信息技术在城镇运行管理和服务中的集成应

由加工装配向研发制造转型、产品向智能化方向转

用ꎬ推进运输工具、水电煤气、地下管网等设施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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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化建设ꎬ完善智能楼宇、现代小区的信息化功能ꎬ

务承载能力ꎮ

推动城市管理运营智能化、网络化、可视化和精准
化ꎮ

三是推进信息网络融合ꎮ 组织实施电信网、互
联网、广播电视网三网融合试点和推广ꎬ加强江西省

三是推动信息化与城乡一体化建设相协调ꎮ 加

通信管线、基站等信息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ꎬ优化整

快构建覆盖城乡的一体化信息网路ꎬ促进交通、教

合各类城域网络ꎬ提高话音、视频、数据等多业务综

育、社会保障、医疗、金融等领域的公共信息服务与

合承载能力ꎮ

中心城区共建共享ꎻ进一步普及和规范农村综合信
息服务站ꎬ推进农业政策、科技、市场等信息进村入
户ꎮ
３.５

以信息惠民升级工程为抓手ꎬ稳步提高社会事

业信息化水平
一是推进电子政务跨部门、跨区域、全方位应
用ꎮ 建立完善统一的全省电子政务网络ꎬ推进省政
务信息网延伸至乡( 镇) ꎬ促进跨部门、跨区域协同

和政务信息共享ꎮ 推动政务办公自动化系统建设ꎬ
全面实行网上审批制度ꎻ推动江西省政府部门开设
政务微博、微信ꎬ积极服务社会和广大群众ꎮ
二是增强智慧型公共服务供给能力ꎮ 以信息惠
民国家试点城市为引领ꎬ切实推进江西省信息惠民
工程建设ꎬ重点推进教育信息资源开发利用ꎬ发展远
程教育和网络教育ꎬ组建跨区域、跨医院的电子病历
和健康档案等数据库ꎬ建立医药质量信息追踪体系
等ꎮ
三是拓展及时性公共服务ꎮ 推进居民健康卡与
社会保障卡、金融 ＩＣ 卡、市民服务卡等公共服务卡
的集成应用ꎮ 加强网络运营商与全省公安、交管等
部门通力合作ꎬ推广掌上公交、出租车电召等智慧交
通方式ꎬ完善交通信息发布系统ꎮ
３.６

以信息基础设施升级改造为牵引ꎬ着力改善信

息化发展硬环境
一是提升光纤及宽带覆盖率ꎮ 以“ 光进铜退”
和“ 光纤到户” 为着力点ꎬ推进城域政府机构、科技
园区、商业集聚区、社区等单位和场所的光纤宽带接
入ꎬ优化网络结构ꎬ构建一个无所不在、功能强大的
信息服务网络ꎻ以新一代信息网络为基础ꎬ推动无线
接入和固定宽带资源的融合利用ꎬ建设宽带无线城
市ꎮ
二是拓展新一代信息网络ꎮ 扩大第四代移动通
信网络(４Ｇ) 、无线局域网( ＷＬＡＮꎬ包括 ＷｉＦｉ 等) 的
规模试点和规模商用ꎬ为公众获取公益信息提供免
费 ＷＬＡＮ 网络接入服务ꎬ不断提高服务业集聚区、
科研学校、交通载体等热点地区大流量移动数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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