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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移动VR云平台

江西移动为赋能 5G+VR产业，构建集
团级云VR平台，展现云VR平台构架，呈现
云渲染、云直播、云管理、云分发能力。平台
通过 5G网络的高带宽低时延能力，结合智
能调度算法以及CDN边缘节点，可同时为
百万级别的用户提供高清流畅的观看服务，
具备 12K 超清 VR 视频，3D IMAX 巨幕家
庭影院，6DOF云渲染游戏等特点。

云游江西平台

“云游江西”是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指
定的江西线上旅游总入口，由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江西有限公司建设和运营，旨在打造江
西最权威、最全面、最便利，且不以赢利为目
的的智慧化旅游宣传推广与服务平台。它
与VR云平台结合，在会场展示了全省11个
设区市景区VR高清实时直播。

5G智慧矿山

江西移动基于先进的5G+MEC边缘计
算技术，为江铜城门山铜矿打造了省内第一
个基于5G专网的边缘计算商用案例，共同探
索利用5G技术实现矿山设备的智能管控，共
同研究智能控制策略，建设了“智能采矿、智
能选款、智能管控”三大应用系统，助力提升
矿山安全水平，提高铜矿采矿生产效率。

5G+智慧工厂

江西移动基于5G高带宽、低时延的网络
基础，打造了鹰潭鑫铂瑞、吉安威尔高、赣州万
年青、九江石化等一系列智慧工厂建设案例，
通过VR视觉检测、工业数字孪生、5G大规模
数据采集分析等技术手段，有效助力企业降本
增效，加快推动江西工业企业转型升级。

AR全民学中药

江西移动联合樟树市政府打造的全国
首个AR中药科普文创平台，利用5G+VR/
AR技术与传统行业中医进行有机结合，将
现实中的中药进行 3D 建模，然后利用 AR
技术进行虚拟呈现，打造一种全新的中药学
习体验方式，为中医药的发展和普及提供了
先进技术手段。

区块链服务网络联盟

中国区块链服务网络联盟（BSN），是由
国家信息中心带领中国移动、中国银联等成
立的一个全球的区块链基础服务网络。依
托BSN网络，重点展示了5G+陶瓷区块链应
用案例，项目实现了陶瓷釉下气泡的识别，
采集的数据通过设备计算的哈希值直接存
入BSN江西移动云节点，有效支撑了目前价
值数百亿元的艺术品陶瓷溯源、防伪市场，
并正在拓展陶瓷版权、陶瓷文化等上千亿元
的陶瓷产业。

VR家庭展区

面向家庭个人，主要展示了FTTR全光
Wi-Fi 解决方案和移动爱家安防 VR 看家
应用系统。

前者解决了家庭全光千兆“最后一米”
的高速网络覆盖问题，具备家庭VR体验全
千兆、全域无缝漫游、全体验零卡顿、全优远
程服务四大亮点；后者搭载中国移动家庭高
清音视频通信解决方案终端及平台，利用
VR技术实现智能摄像头实时监控、异常事
件告警、云存储内容回放等功能。个人可享
受亲人看护、看家护院等优质服务。

除了上述各行业平台和应用外，展区还
有“5G+VR虚拟教学”“5G智慧港口”“5G+AI
防溺水”“5G+赣南脐橙/南丰蜜橘精准种植”
等多个重点行业典型应用，充分展示了江西
移动在VR产业和5G应用方面具备的能力。
下一步将在省、市政府的指导下，进一步将虚
拟现实和5G作为发展数字经济、培育新基建
新动能的重要突破口，助力我省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 （王席传）

VRVR看江西看江西 55GG看移动看移动
江西移动亮相江西移动亮相20202020世界世界VRVR产业大会产业大会

10 月 19 日至 20 日，由工业和信

息化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的 2020 世界 VR 产业大会云峰会在

南昌举行。

依靠省内领先的网络质量和

服务能力，江西移动独家承担了本

次云峰会的通信保障工作，按 AAA
级标准提供 20G 互联网专线接入

及 5G 无线网络覆盖，并成立 60 人

的专项保障团队，确保云峰会的顺

利召开。现场通过江西移动大数

据分析平台，实时监控会场重点区

域到场人员历史轨迹，有效助力大

会防疫工作。

江西移动还配合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协办了此次大会的工业分论

坛，邀请中国移动研究院首席科学

家易芝玲、美国工程院院士陈世卿

等12位业内专家，就省内外5G工业

互联网与 XR 技术的融合应用方面

取得的成果和优秀案例经验进行分

享，为江西工业转型发展举措出谋

划策，得到了政府领导和与会嘉宾

的一致认可。

大会期间，江西移动搭建了主

题为“VR看江西、5G看移动”的行业

展示区，包括 VR 云平台、“云游江

西”平台、陶瓷区块链 BSN 网络应

用、江铜 5G智慧矿山、AR全民学中

药等 20 多个优秀应用，充分展示了

江西移动在VR产业和5G行业应用

方面打造的亮点和取得的成效，展

示了移动公司作为省内龙头运营商

在新基建、数字经济各行业发展的

领先地位。江西移动为下一步持续

布局江西数字经济发展，推进工业

互联网、虚拟现实、区块链、智慧文

旅、智慧教育等重点产业发展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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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移动江西移动VRVR、、55GG行业应用的亮点和成效引人关注行业应用的亮点和成效引人关注

江西移动VR云平台展示

江西移动行业展示区外景江西移动行业展示区外景

8 天长假，6809.75 万人次游客，
398.81 亿元旅游收入。透过刚刚过
去的国庆中秋假期的表现，我们看
到，江西旅游市场正在加速回暖。
这让旅游从业者感受到了市场的信
心，也捕捉到了市场的快速变化。

假期游客中，跟团游不足 5%。
热闹的景区中，鲜见旅行团的身
影。在旅游市场回暖之际，旅行社
该如何跟上脚步，值得思考。

加速的市场变化

国庆中秋假期，旅游热、消费
旺、市场暖，景区又恢复了往日热闹
的景象。

从宏观维度看，我省旅游业复
苏迹象明显。共度“中国节”、同叙

“家国情”，那个因为疫情被中断的
春节，在国庆中秋假期里，温情被重
新点燃。家庭游、友人游、情侣游、
团队游……在我省各大景区，随处
可见举家出游、携友出游的游客。

“这是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让我们
看到回暖中的旅游业和潜在的消费
力，看到了旅游产业的地位和作
用。”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如
是说。

从微观角度看，疫情防控常态
化要求之下，游客的出行方式与消
费选择改变明显。首先，自驾成为
游客出行的主要方式。今年国庆中
秋假期，自驾出游的游客比例为

77.9%，同比增长 4.5%，高铁出游占
比为7.5%，同比下降0.9%，大巴出游
的比例为 3.6%，同比下降 9.6%。整
体而言，乘坐公共交通出游的游客
相对较少。

其次，民宿成为游客新选择。
民宿提供的优质服务，不仅满足游
客住宿休息的基本功能，也符合游
客群体多样化的出游需求。近年
来，我省民宿业发展迅速。今年国
庆中秋假期，过夜游客选择民宿的
比例达到19.8%，较往年增长明显。

再次，周边游热度依旧。今年
国庆中秋假期，全省接待的省内游
客占比为 83.1%，相比去年增长了
30.8%，省外游客占比仅为 16.9%。
一日游游客占比为83.5%，同比增长
了41.75%，过夜游客占比为16.5%。

迥异的市场境遇

关于旅游市场的变化，民宿经
营者黄丽萍和从事旅行社工作的喻
娟更有发言权。黄丽萍经营的民宿
位于婺源梦里老家景区。疫情发生
以后，民宿开始歇业，直至清明节后
才复工。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
民宿的经营也慢慢恢复。黄丽萍表
示：“国庆中秋假期，民宿的入住率
超过了95%，主要是线上和自驾游客
人的订单。”

与民宿快速回暖不同，喻娟所
在的旅行社依然没有明显起色。往
年国庆假期，她和同事从早忙到晚，
今年却赋闲在家。“今年假期只接待
了不到百名游客，人数不及去年同
期的零头。”正如她所言，旅行社的
处境并没有因为国庆假期的到来而
改观。在旅游同业群里，大家会相

互询问旅行社的收客情况，交流的
结果都差不多。可以说，旅游业在
复苏，旅行社却没有跟上脚步。

这也和全省假期旅游市场的
统计数据相吻合。国庆中秋假期，
全 省 旅 行 社 组 织 的 游 客 仅 为
4.13%。因此我们看到，旅游市场出
现冰火两重天现象——一边是景区
游客比肩接踵，一边是旅行社生意
门可罗雀。

此外，国庆中秋假期，游客出行
以中短途为主，今年跨省游客相比
往年明显减少，全省接待的游客主
要是本省游客。与此同时，随着旅
游市场的回暖，定制团、精品团等旅
游服务市场加速扩容。而市场出现
的这些变化，无疑给中小旅行社提
出了新难题。

倒逼的调整转型

站在市场角度看，民宿的复苏
与旅行社的低迷，其实反映了疫情
发生以来旅游市场的变化。传统的
大众化、包价式旅游产品，已不能满
足当今游客的需求。自驾游、订制
游以及民宿，则成为市场变化后的
新宠。

旅游专家表示，景区、酒店属于
资源方，属于出游必不可少的部分，
旅行社充当的是中间商角色。疫情
改变游客出行习惯，自驾游、自助
游、本地游或周边游大幅上升，而这
些无需旅行社经手。事实上，越远
的旅程越是旅行社的强项，但今年
很多长线游客选择了落地自助游，
绕开了旅行社。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
旅行社如何实现突围，是一道思考
题。方向有哪些？记者采访中，专
家们给出了不少建议，但总结下来，
不外乎今年以来旅游业界频繁提起
的几个关键词：安全、小包团、高品
质、本地游。

省旅游协会旅行社分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年国庆假期旅行社面对的
窘境，是旅游市场加速变化的直接体
现。面对疫情后快速变化的市场需
求，旅行社的“不变”的缺点被放大。
旅行社应主动拥抱市场变化，分析游
客消费心理，推出更多符合新需求的
旅游产品。

“游客需要的不是旅行社，而是
旅行服务。”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创新旅游产品，做好旅游
服务，维护旅游品质，是旅行社努力
的方向。

赣州市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全国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

如何确保老区人民与全国人民一起进入全
面小康社会？赣州市扶贫办作为脱贫攻坚的综
合协调部门，尽锐出战、攻坚克难，通过机制创
新、政策创新、组织创新，在全省率先提出并实施
产业扶贫“五个一”机制、农村保障房建设、健康
扶贫“四道保障线”、精准防贫保险等措施，在产
业扶贫、就业扶贫、网络扶贫、消费扶贫等方面总
结了一批经验做法。随着瑞金、于都、兴国等 11
个县（市）退出贫困县，1023个贫困村全部脱贫退
出，赣南革命老区实现历史性整体脱贫。日前，
赣州市扶贫办获 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
新奖。

深化机制创新，确保长效增收

赣州市扶贫办根据属地资源禀赋和发展基
础，深化机制创新，在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消费
扶贫上保障贫困户长效增收。

老乡要脱贫，发展产业是关键。赣州实施
“五个一”产业扶贫机制，即选准一个产业、打造
一个龙头、创新一套利益联结机制、扶持一笔资
金、培育一套服务体系。该市25.75万户贫困人口
在种植业、养殖业和休闲农业等产业发展中，实
现造血式扶贫；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7103人。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增加就业是最有效最
直接的脱贫方式。赣州从提供岗位信息渠道、提
升就业技能方式、激发就业动力措施等方面入
手，创新就业扶贫机制。2019 年，该市开展就业
扶贫专场招聘会、“送岗进村”等活动478次；开展
培训2.76万人次，发放补贴2033万元；为29.75万
人次发放贫困劳动力交通补贴1.6亿元。

消费扶贫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
途径。赣州构建消费扶贫聚合力机制，挖掘中国
社会扶贫网电商平台潜力，借助乡村旅游节庆活
动召开电商扶贫推进会，截至今年9月底，该市电
商销售扶贫产品 11.47 亿元，帮助 6519 名贫困户
通过电商实现创业增收。

推动政策创新，聚焦基本保障

赣州市扶贫办在聚焦“两不愁三保障”中，突
出问题集中攻坚，全面补齐短板弱项，推出系列
政策。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赣
州落实学生资助工作学校校长与乡镇属地双负
责制，2019 年该市资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43.65万人次，发放资助资金3.17亿元。鼓励社会

各界捐资助学，2019年累计引导社会捐资1500余
万元，资助贫困家庭学生1.5万人。

赣州探索实施了城乡贫困人口疾病医疗补
充保险，市、县财政资助城乡贫困人口统一参加
疾病医疗补充保险，构建了基本医疗保险、大病
保险、疾病医疗补充保险、医疗救助的健康扶贫

“四道医疗保障线”，全市 126.52万城乡贫困人口
住院医疗费用自付比例降到 10%左右。同时，赣
州还推行先诊疗后付费，贫困群众凭一张 IC 卡，
就可以在市县乡各级定点医院“一卡通”刷卡就
医，实现即时集中刷卡结算。

赣州大力实施农村保障房建设，以“交钥匙”
工程方式，由政府统一出资，面向建档立卡贫困
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
人家庭等重点对象，建设一批农村保障房，兜底
解决农村特困群体安全住房问题。截至目前，赣
州共完成17371户农村保障房建设。

加强组织创新，广泛凝聚力量

精准脱贫离不开坚强组织保障。赣州市扶
贫办注重组织创新，打造属地扶贫工作站，激发
群众内生动力，并建立相对贫困监测帮扶机制。

为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赣州探索精神扶贫
的有效载体和抓手。2018年开始，该市常态化开
展“机关干部下基层、连心连情促脱贫”活动，组
织4.7万名机关干部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听民
情民意，解群众难题，着力提高群众的感恩意识
和脱贫动能。同时，开展“赣南新妇女”运动，制
定村规民约移风易俗，对高额彩礼、厚葬薄养、赌
博致贫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今年以来，赣州开展相对贫困监测帮扶，对
摸排出的1.65万脱贫监测对象和1.51万贫困边缘
人口，从扶持产业引导就业、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加大兜底保障力度等七个方面，制定含金量较
高、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有效防止致贫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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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让一个老区群众掉队
——记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获奖集体赣州市扶贫办

本报记者 陈化先

1010月月44日日，，宜春明月山景区停车场停满私家车宜春明月山景区停车场停满私家车。。

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定南县岭北镇大棚蔬菜
产业基地务工。 通讯员 吴平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