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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创新赋能，让生活更美好

专题 TOPIC

秉承“智能，为每一个可能”
的理念， 联想从服务于国家、行
业、民生和环境四个方面为出发
点，以科技创新赋能，持续创造
价值，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

“联想人重视的，不仅仅是
自身的发展，更是对国家、对社
会、对人类的贡献! ”联想集团董
事长兼 CEO 杨元庆强调，“联想
将坚定创新、锐意转型、贡献价
值，让企业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于
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 ”

心怀“国之大者”
积极响应国家战略

“十四五”时期，我国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开始
实施。

在国家培育下成长壮大的
联想，以成为高质量发展干将为
己任，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在
响应国家战略的过程中，不断创
造着新的社会价值。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坚

定不移把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做
强做优做大。 ”

响应制造强国战略，联想集
团在自身智能化变革的同时，充
分运用转型经验， 推动国内产
业，尤其是制造业迈向国际产业
链的中高端。

“大型行业企业应当承担起社
会责任， 带动和支持产业链上下
游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尤
其是帮助好、 服务好中小企业的
发展壮大， 支持更多的中小企业
成为‘隐形冠军’和‘配套专家’，
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发展的
局面， 以此来支撑我国实体经济
转型升级。 ”杨元庆强调。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是联想一
以贯之的原则。 联想超过 200家
供应商和 6万家渠道伙伴都是中
小企业。联想创投投资的企业中，
专精特新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被投企业中已有 42 家被评为国
家级和省市级专精特新企业。

2021 年，联想与中国中小企
业协会共同启动了“中小企业光
速成长计划”， 为中小企业提供
包括调研与课题研究、数字化标
准建立、数字化转型培训、知识
体系与方法论建设等端到端、全
链路、 一体化的数字化设备、服
务及解决方案支持。

3 年之内， 联想将和中国中
小企业协会携手为 100 万家中
小企业进行数字化知识培训，为
10 万家企业免费设计转型方案，
为 1 万家企业提供零成本数字
化启动的资助方案。

为解决人才供给不足问题，
2022 年，联想开启了中小企业数
字化帮扶万家工程，以及中小企
业百万数字化人才培养计划。

短期目标是帮助中小企业
培养 1 万名数字化人才，中长期
则是实现百万人才培养目标，进
而帮助更多的中小企业培养既
懂业务、又有一定数字化专业能
力的复合型人才。

就业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
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就业是
最大的民生工程、 民心工程、根
基工程 ， 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
障，必须抓紧抓实抓好。

“十四五”时期，实现更加充
分更高质量就业，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内在要求。 响应就业优先
战略，联想启动了“紫领工程”。

“紫领”人才是指符合智能
制造要求的，既熟悉实际制造流
程又了解相应技术理论，兼具动
手操作能力和管理创新能力的
复合型人才。

作为“新 IT”的领军者，联想
多年深耕职业教育， 拥有培养
“紫领”人才的全部要素，贯通智
能制造领域技术技能人才职业
发展路径，在培养“紫领”人才上
责无旁贷。

“我们希望通过‘紫领’工
程，与大家共建培养‘紫领’人才
的生态圈， 为新 IT 时代培养智
能制造中坚力量，为中国制造业
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提供助
力。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首席
战略官乔健表示。

项目将通过专业共建、实训
室建设及职业素养培训等一系
列工作， 提供智能终端运维、数
据中心、人工智能、大数据、行业
智能等方向的专业课程，共育智
能制造人才精英。

目前，“紫领工程” 已与 400
多所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培养
了近 4 万名的学生。 预估今后每
年受益人数在万人以上。 未来，
联想还将总结、 提炼自身培养

“紫领”人才的模式和方法论，向
各行各业培养和输送“紫领”人
才，协同各方力量带动中国制造
业人才技能水平的整体提升。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重大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持把
解决好 “三农 ”问题作为全党工
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
推动乡村振兴。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依托“新 IT”技术和相关解决

方案，联想近年来逐步搭建起网络
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智慧
农业生态体系，促进资金、技术、人
才等要素向农村、农业汇集。

在陕西梁家河，联想与四苹
果农业科技公司合作，发挥在大
数据、区块链技术以及物联网领
域优势，将一套完整的智慧农业
解决方案应用于当地苹果产业。

“我们在种植端利用多种专
业物联网设备，对果园进行全方
位的监测和管理，指导农民进行
田间管理， 提高了苹果品质；构
建了全程数字化、可视化、可追
溯的平台，以实现从种到销的产
业链上下游的共赢。 ”四苹果公
司副总裁林小彬表示。

在山西省阳曲县，联想从智
慧农业入手，赋能阳曲县核心农
业产业的智能化；同时发挥联想
擎天的架构设计能力，为阳曲县
构建从顶层规划开始的整体数
字乡村发展战略。

在北京市妙峰山镇， 运用
5G、物联网、数据融合等技术，
联想助力开展了包括智慧乡村
治理、智慧便民服务、智慧文旅
服务等在内的乡村数字治理服
务……

“新 IT 之于农业，可以加速
农业智能化变革， 有助于大幅提
升整体行业及涉农企业的生产、
管理和运营效率。同时，提升农民
应用现代智能化技术的能力，推
动农民向新型农民转变， 并引领
技术、资金、人才向农业、农村汇
集。 ”联想集团副总裁、中国区方
案服务业务群总经理戴炜强调。

情系“民之所望”
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
的。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了“民生
福祉达到新水平”的发展目标。

回应民生期盼，把握时代脉
搏。 联想情系“民之所望”，通过
科技创新， 助力学有所教、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解
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才决定未来教育成就梦想
教育，关系每个家庭和孩子

的前途，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
联想科技精准扶“人”，助力

孩子梦想成真!

内蒙古土牧尔台的留守儿
童孔祥义有一个梦想，在好好学
习的同时提高足球技术，将来代
表中国夺得世界杯。

2021 年，联想为土牧尔台小
学捐赠了智慧课堂， 在经过老师
的开导并体验过新颖的教学方式
后，激发了孔祥义的学习兴趣，他
的成绩很快进入班级前列， 踢足
球也不再影响他的学习。

和孔祥义一样受益的还有
西藏、云南、四川、甘肃、内蒙古
等地 7 万多名孩子，联想为他们
的学校捐赠了近百间智慧教室。
枯燥的课堂在科技的助力下变
成了有趣的游戏场，师生互动形
式变得更丰富多样，彻底改变了
教学模式，实现了效率和质量的
大幅提升。

联想科技赋能教育体系，助
力区域均衡发展。

“扶贫先扶智”，联想为河南
省内乡县整体规划、建设的县域
智慧教育 2.0 工程， 覆盖全县
291 所学校，惠及 14 万师生。

“教育云模式对乡村小学非
常必要，因为我们这儿的留守儿
童比较多，没有金钱和精力出去
转一转、看一看，相对来说见识
就少， 信息化与教学相结合，让
老师学到先进的教育理念，可以
用多种方法进行教学，照顾到乡
村孩子的心理特征，让孩子们通
过参加云端活动， 开阔视野，丰
富自己的生活。 ”一所只有 48 名
留守儿童的河南内乡小学校长
在采访时动情地说。

联想科技引领未来学校，以
科技共创美好明天。

在深圳罗湖，联想综合运用
“端-边-云-网-智” 新 IT 全要
素技术赋能，打造了一所“未来
学校”。 联想携手北京师范大学，
以“校园大脑”为智能化核心，依
照“端-边-云-网-智”为整体架
构原则， 运用云+AI 物联网技
术，融入教学、生活、管理等各环
节场景，构建联通全流程的数字
底座，科学的指导教学、学习和
管理。先进教学理念与国际一流
技术融合，罗湖学校教育方针落
地实现，创造出培养学生未来能
力的高质量教育体系。

30 多年来，联想在教育信息
化领域持续深耕，不断推动教育
信息化变革。

目前， 联想在中国教育市场
服务了 20多万所学校，已经构建

起涵 盖 1500 + 所 合 作 学 校 、
300+家行业企业、3000+名产教
师资、10+个专业体系的教育产
业“中国智造”大生态，不断推动
教育与科技互联，帮助教育管理、
带动教育创新，让教育更平等。

“没有全民健康 ，就没有全
面小康”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
国建设的这一重要论述，赢得全
社会强烈共鸣。

“排队两小时， 看病 5 分
钟”， 人满为患的大医院， 就医
难、就医体验差，不仅让“病有所
医”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也对
医护人员造成重重困扰。

注意到这一社会痛点， 致力
于用科技手段造福民生的联想，以
信息化为抓手，通过助力医院业务
流程的优化和再造，推动中国传统
医院向智慧医院加速转型。

在天津市胸科医院，联想搭
建了超融合平台，使医院可以采
用分时段预约的方式分配待诊
患者序号，进一步减少患者在医
院停留时间；门诊化验采用智能
采血系统检验合一“流水线”，完
成采血血管的条码粘贴及检测，
做到高效运转；独立的病人数据
中心做到病人流程闭环管理，为
与社区医院的医疗协同、区域医
疗信息共享打下基础。

在湖州市中心医院，联想成
立了“联想·南太湖实验室”，求
解慢病全生命周期的科学管理
问题，并以点带面，构建全市域
的慢病管理数据中心。 同时，通
过健康数据的信息化改造，探索
如何使用区块链、AI 技术推动人
工智能在医疗领域提质增效。

联想投资的安想智慧医疗，
凭借在医疗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
上的领先优势，成为了代表未来医
疗健康领域的核心力量；联想推出
的 AR远程医疗方案，让医护人员
在千里之外实现远程诊疗和多方
会诊……一幅医疗体系智慧化的
崭新图景正在一步步绘就。

最美不过夕阳红
民生无小事，养老服务更无

小事 。 每个老人都期盼能够舒
适、有尊严地度过晚年。

由于老龄化、城市化、人口
流动等因素，导致并不是每个老
人的需求都可以第一时间得到
关注，尤其是子女不在身边的情
况下，谁来照料老人？

在珠海香洲区， 通过联想的
科技助力，这一担心被完美解决。
由香洲区民政局主导建设的香洲
区居家智慧养老服务中心， 搭建
了包括基础数据管理、 养老服务
门户网站、客服呼叫中心、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机构养老管理、政府
补助补贴管理、老年人能力评估、
养老服务质量监管等 8个系统的
智慧养老服务云平台。

老人们可以享受到联想物联
网穿戴设备的健康服务，心率、心
跳、血压、血糖、血脂都可以清清
楚楚地显示。 （下转 13 版）

2021 年，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贯彻新

的发展理念，联想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专注自身发
展的同时，更要对国家、社会、人类做出更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