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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实施了一台“特殊”的手术
——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打破了传
统空间教学模式，通过视联网、
5G、VR技术和人工关节精英论坛
现场实时同屏连线，全程直播。
通过技术手段，最大程度地扩大
了手术教学和学术交流的范围，
逐渐让传统教学方式在学术交流
空间和参与人数上更加自由，为
医学教学、学术交流、医疗队伍的
建设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该
院副院长杨凤云教授在观看后表
示，“感受非常好，没有出现延时、
卡顿等情况，很适宜医学实践类
教学。”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医
疗在高科技行业应用上表现得
异常敏锐，与 VR 技术融合更是
一马当先。VR+医疗可以帮助
人们更好地了解健康知识，促进
医患沟通，帮助医务工作者快速
提升临床水平。

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的 VR 全息健康管理体验中心，
记者看到这里分为全息+AR 演
示区、互动区和 VR 体验区，患者
和家属可以利用 VR 技术，配合

触控和手势识别，近距离了解人
体各个器官的组织结构、工作原
理和常见疾病下器官的病理表
现，以及疾病发生时的健康导
诊，通过 VR 全息健康管理，逐渐
提升人们对健康管理知识的认
知并引起重视。

与此同时，VR技术与传统手
段的结合，可以帮助医务人员进
行专业医疗教育训练和辅助治
疗，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共享。江
西省人民医院 VR 心脏血管介入
教学平台项目就通过 VR 技术展
示了人体血管的结构，据悉，因其
形象的手术教学，该项目获得了
省03专项扶持。

据了解，虚拟现实技术结合
CT 与计算机建模技术，可以还
原病人的身体情况，让医生更加
清晰地观察病人病情，同时还可
以将手术过程直播、录制以进行
交流分享。该院心血管病医院
院长助理、科研部负责人邵靓告
诉记者，“通过 VR 仿真模拟平台
建设，可以全息仿真手术整个过
程，实现了沉浸式手术教学，让
更多学生不用进入手术室就可
以感受到现场手术氛围，避免了

学习盲区，提升了教学感知。同
时，通过 VR 学习可以系统化掌
握相应知识点，随时随地在手机
端或者电脑端进行学习，不受场
地和空间限制，也不受病人约
束，可以很好地提高基层医院医
生手术水平，并满足冠心病患者
的治疗需求，更好地提高医疗服
务水平。”

“VR＋医疗”，正是通往“智
慧健康”医疗模式的必由之路，可
以更好的给予医生在临床试验更
多试验和练习的机会——通过
VR 技术帮助医院低年资医生更
容易理解各类手术的操作路径；
让外地患者各种生理参数反映在
医疗专家面前的虚拟患者身上，
专家们就能及时作出诊断结论，
并给出相应的治疗措施。

不得不说，如今VR技术的迅
猛发展，为医疗队伍建设提供了
便利，提升了医疗建设的发展速
度。“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类似应
用植入医学领域，在提高医疗水
平的同时，帮助到更多患者享受
到科技带来的便捷，更快地恢复
健康。”邵靓表示。

（胡燕梅）

VR+医疗：加强医患沟通提升医疗水平

一组组亮眼数据、一个个喜
人变化，折射出了南昌澎湃的开
放活力：今年 1 至 8 月，向塘国际
陆港共开行外贸班列619列，同比
增长 33.12%，让越来越多的高品
质“江西制造”加快走向全球；昌
北国际机场完成国际货邮吞吐量
8.5万吨，同比增长95.8%，超过去
年全年总量……以江西内陆开放
型经济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南昌
市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
开放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开放引
领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开放发展，通道是基础。南
昌市着力畅通开放大通道，全力
建设南昌（向塘）国际陆港、临空
经济区现代空港新城，打造“南北
呼应”的高水平口岸开放门户。
深入推进铁海联运“三同”试点工
作，南昌中欧班列实现图定运行，

开行至宁波、深圳、厦门、福州等
铁海联运专线，全力保障国际供
应链畅通。今年年初，我省首家
本土国际货运航空公司成功首
航，开通昌北国际机场至比利时
列日机场国际货运航线，后续将
逐步开通欧美、东南亚等国际货
运航线。

在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2020
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
估中，南昌综保区在全国134家参
与考核的综保区中排名第 40 位，
在中部六省20个综保区中居第4
位，首次挺进中西部（含东北三
省）A 类区行列。今年前 8 月，全
区完成进出口总值 70 亿元，同比
增长20%。高水平开放需要高能
级平台。今年以来，南昌综合保
税区先后在比利时列日、日本东
京和美国洛杉矶布局公共海外

仓，服务功能持续放大；冰鲜水产
品、进境食用水生动物和进境水
果三个指定监管场地项目已进入
验收阶段；南昌国际邮快件中心
完成改造升级，电商出口小包查
验最高速率将大幅提升。

高水平开放离不开国际化的
营商环境作支撑。南昌市大力推
进进出口审批监管减环节、压时
限、优服务，提升跨境投融资、贸
易的灵活性、便利化。加强与海
关、机场、邮政等单位部门的沟通
协作，借鉴复制沿海口岸经验举
措，深入推进压缩货物通关时间、
提效降费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推广应用工作。持续升级“六多合
一”改革，创新工程项目“三大超简
审批”，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
时间压缩至平均74.6个工作日。

（郑荣林）

拓通道 筑平台 优环境

南昌以高水平开放打造发展新优势

12 日上午，由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江西
省通信管理局、江西省总工会、共青团江
西省委和上饶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上
饶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上饶市大数据发
展管理局、江西神舟信息安全评估中心
承办的2021年江西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
技能大赛决赛在上饶拉开序幕。

江西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技能大
赛是我省连续两年举办的国赛竞赛机制
的赛事，以桌面推演+实战处置+两地联
动+图文演示的方式，结合实际事件处置
场景，展示工控安全事件处置流程要点，
帮助地市工信主管部门、工业企业掌握
应急预案，锻炼各参演单位对应急事件
的处置能力，提升我省信息安全防护意
识和产业发展水平。

大赛于 9 月 27 日开赛，经过激烈

角逐，16 支战队从 233 支参赛队伍中脱
颖而出进入决赛，最终由国网江西电力
公司“JX.SGCC”队和江西师大“风信
子”队获得一等奖；由中国移动江西公
司“Sword”、中国信通院鹰潭泰尔队、上
饶 市 大 数 据 产 业 投 资 发 展 公 司

“BDID”、中国电信江西分公司“就是赣
2021”、中国联通江西分公司“新起点”、
江西理工大学“Stalker”、江西警察学院

“TorchWood_1”战队获得二等奖；江西
诚 韬 公 司“ 诚 韬 战 队 ”、南 昌 大 学

“NCUFighter”、江西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盾山”、晶科能源公司“晶科战队”等 6
支队伍获得三等奖。

大赛组委会还将按各组别的排名
成绩选出 7 支队伍，代表江西参加 2021
年全国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技能大赛。

（记者程亮）比赛现场比赛现场

江西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技能大赛决赛举行

近日，南昌海关所属宜春海
关积极帮扶辖区出口酒类生产企
业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提升产品质量水平，强化企业规
范管理、严格把关，在生产旺季加
大对原辅料检测和生产过程的监
管，从源头保证出口产品的质量

安全。
截至目前，今年宜春辖区桂

花酒等配制酒出口数量及货值为
33 吨、40.25 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106.25%、93.51%，保持持续增长
态势，“乡味”酿造也赢得国外客
户一致好评。 （杨正翔）

宜春海关帮扶企业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宜春海关关员查看企业出口配制酒的成品标签（戴岑摄）

据国家能源局网站消息，
10 月 13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9 月
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数据
显示，1 至 9 月，全社会用电量累
计 61651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12.9%。

数据表明，9 月份，我国经济
持续稳定恢复，全社会用电量持
续增长，达到6947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6.8%，两年平均增长 7.4%。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97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14.9%；第二产
业用电量 4451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6.0%；第三产业用电量 1292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12.1%；城乡居
民生活用电量 1107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3.7%。

数据指出，1-9 月，全社会用
电量累计 61651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12.9%。分产业看，第一产
业用电量 757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18.9%；第二产业用电量 4098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3%；第三
产业用电量 10826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20.7%；城乡居民生活用
电量 908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0%。

（据中新网）

国家能源局：

1至9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2.9%

◎未来已来 江西VR应用场景探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