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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已经燎原

作为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数字
经济七大重点产业之一，虚拟现实
正迎来新一轮发展热潮。

尤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
纪疫情交织叠加，全球经济充满不
确定性的当下，以虚拟现实为代表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决定着城市发展
的能级和竞争态势，群雄逐鹿，虚拟
现实产业呈现燎原之势。

其中，上海市依托浦东新区及
虹口区发展虚拟现实，通过聚集亮
风台、大朋、咪咕视讯等产业主体，
开展了中山医院 AR 可视化辅助等
场景应用；北京以石景山园区为中
心，推动虚拟现实技术研发与成果
转化，目前已吸引百余家虚拟现实
企业入驻；成都市发布《成都市虚拟
现实产业发展推进工作方案》，在高
新区、天府新区发展 VR 工具/平台
软件研发，以及 VR 内容制作与运
营，建设技术创新中心，着力打造
VR 内容制作运营高地和 VR 软件
创新研发高地……

包括山东在内，今年 3 月，山东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七部门联合发
布《山东省推动虚拟现实产业高质量
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4 年）》，明
确全省打造以青岛为中心，济南、潍
坊、烟台、威海四市联动，其他城市协
同的“1+4+N”虚拟现实产业区域布
局，其中，青岛市定位打造全球领先
的虚拟现实研发高地。

此后不久，青岛市紧跟着发布
了《青岛市虚拟现实产业发展行动
计划（2022-2024 年）》，提出以崂山
区为核心，建设青岛市虚拟现实产
业园，构建“研发+制造+内容+应
用 ”全 产 业 链 生 态 ，力 争 到 2030
年，产业规模突破 1000 亿元，向价
值链高端迈进。

竞相奔赴热门赛道，资本的嗅觉
向来敏锐，这次也不例外。

围绕虚拟现实产业，近年来，脸
书、英伟达、腾讯等全球市值前十的
科技企业及一众初创企业，纷纷重
仓布局，通过投资、收购、自主开发
等方式，相继建立了涵盖硬件、软
件、内容、应用和服务的全产业链生
态系统。

其中，以脸书最为典型。在某
种程度上，彼时，正是这家头部企业
的系列操作，才使得元宇宙的热度
一时无两。2021 年 7 月，脸书创始
人扎克伯格宣布 Facebook 将向“元
宇宙”企业转型，并在当年 10 月 28
日正式将 Facebook（脸书）更名为
Mate（元宇宙），以“All in”的姿态布

局以虚拟现实为核心的元宇宙新业
务。

还有字节跳动，2021年，这家公
司斥资近百亿元收购了国内最大虚
拟现实终端企业PICO，并基于抖音
短视频等既有优势探索沉浸式社交
业务。

时来天地皆同力。政府、市场、
企业、资本等协同发力下，虚拟现实
产业规模突破拐点、实现倍增。央视
财经的数据显示，2021 年，VR 头戴
式显示器的全球出货量达到1095万
台，突破年出货 1000 万台的行业拐
点，今年一季度，VR头戴式显示器同
样保持热销，全球出货量同比增长了
241.6%。

高地之上再起高楼

得益于7年之前的果敢预判，在
虚拟现实的产业赛道上，较之国内
其他城市，青岛始终保持着一定的
领先优势。

大浪淘沙，青岛如何继续保持
优势、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能否抓好崂山区这个产业发展的核
心。

7年积淀，崂山区已初步形成本
地虚拟现实生态，产业高地加速隆
起。

以打造“中国虚拟现实产业之
都”为目标，崂山区集聚虚拟现实领
域高端平台、科研机构、人才团队、
产业项目，围绕产业载体建设、创新
平台搭建、资本集聚、政策引领等环
节，构建起一流的虚拟现实产业生
态环境。

坐拥全国虚拟现实领域约 70%
的科研力量，崂山区家底日益雄
厚。创新载体方面，这里有国内首
个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及应用
国家工程实验室，聚集了国内虚拟
现实领域顶尖科研机构、国字号实
验室、国家创新平台等超 10 家虚拟
现实高端研发机构，成功认定了国
内首个国家级虚拟现实高新技术产
业化基地，并正在争创国家级虚拟
现实创新中心。

人才与技术创新密不可分，可
以带动产业上下游发展。科研人才
引育方面，崂山区汇聚有国家虚拟
现实研究领域领军人物——赵沁平
院士、张军院士、徐惠彬院士、房建
成院士等两院院士及外籍院士 48
人、泰山学者及产业领军人才 258
人，拥有虚拟现实相关从业人员
4000 余人。同时，辖区内的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青岛研究院、中国海洋大
学、青岛大学、青岛科技大学等一批
高等院校，还在为崂山区虚拟现实产
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人才。

在这里，歌尔、PICO 等虚拟现
实产业链龙头骨干企业资源集聚，
具有显著的市场占比优势。以歌尔
为例，业界曾有这样的比喻：拿下歌
尔，就等于坐拥“半个虚拟现实产业
链”。作为虚拟现实研发生产龙头
企业，歌尔在全球中高端头显市场
份额中占比达到 70%，出货量全球
第一，在 VR 光学器件及模组、AR
光学器件及模组、扬声器模组、智能
声学整机等领域具有全球领先优
势。2021 年，崂山区全年实现虚拟
现实产业规模超 90 亿元，且随着终
端出货量的迅速增长，产业规模正
快速攀升。

当然了，在生态系统完整、丰
饶的虚拟现实“雨林”里，并非只
是 歌 尔 、PICO 等 龙 头 企 业 的 主
场，万物共生的多样性是维持活
力的源泉。

坐落于青岛国际创新园的中科
星图智慧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空天
大数据、时空区块链、物联网与人
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面向智慧农
业、智慧应急、智慧交通、智慧水
利、智慧林草和智慧城市等行业应
用打造智慧产品线，为政府智慧治
理和服务现代化提供空间信息支
撑和智慧决策支持。星图智慧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前曾有多地
抛来“橄榄枝”，但他们最终仍选择
了青岛崂山，颇为看重此间产业链
的配套优势。

抓住虚拟现实产业发展增长期
的有利时机，崂山区还通过强化政
策引导，在高地之上起高楼，延续良
好的发展势头，助力山东省建设国内
一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千亿级虚拟
现实产业高地，助力青岛市建设国内
一流、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虚拟现实产
业研发制造基地。

实体筑基产业兴城

实体强，则城市强。之于青岛，
虚拟现实产业同样是振兴实体经济
的一支关键力量。

4 月 27 日，青岛召开全市实体
经济振兴发展动员大会，全面部署
开展实体经济振兴发展三年行动，
提出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虚拟
现实等24条重点产业链，面向47家
首批先进制造业产业链链主企业授
牌。

其中，虚拟现实产业链的链主
企业就是歌尔科技有限公司。歌尔
与青岛的合作可以追溯到 2016年 5
月——歌尔集团投资21亿元建设歌
尔科技产业项目。2020 年底，歌尔
将全球研发中心落户崂山区，并先
后在这里参与或主导建立了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
实验室等，汇聚虚拟现实领域前沿
技术与高端人才，为青岛虚拟现实
产业发展搭建起绝佳发展平台。
进入新发展阶段，作为链主的歌
尔，正充分发挥行业龙头企业平台
带动作用，招引更多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来青落地，加快在青打造一流
产业集群。

新兴产业专业园区建设是青岛
振兴实体经济的“新棋局”。最近一
段时间，青岛市委市政府先后多次
召开工作专题会议，对推进新兴产
业专业园区建设作出部署，强调要
高水平布局建设专业园区，以园区
为平台创新产业链发展模式、机制
和打法，加快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壮
大，打造产业优质资源集聚地，塑造
实体经济发展新优势，着力打造现
代产业先行城市。

本次大会上即将揭牌的青岛虚
拟现实产业园就是青岛刚刚擘画的
十大新兴产业专业园区之一。之于
青岛，这不仅是城市更新和建设的
一个重要项目，还是株洲路低效片
区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园区，将围
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吸引和集
聚虚拟现实周边配套企业，成为青
岛、山东乃至全国虚拟现实产业发
展的新高地。到 2024 年，该园区产
业规模将达到 300 亿元，成为全球
VR第一园。

抓招商就是抓产业、促发展、谋
未来。今年以来，青岛在招商引资
上持续发力，以高质量招商引资推
动高质量发展。建设中的青岛虚拟
现实产业园就肩负着招商引资、加
速实体经济振兴的重要使命。在这
里，青岛市提出了打造引领全球虚
拟现实制造业的“新极核”、汇聚全
国一流创新要素的“强磁场”、构筑
人产城融通发展的“活力城”三位一
体的发展定位，将园区划分为硬件
区、内容区、科技创新中心片区、综
合配套区及预留用地五部分，根据
不同定位，按需招商。

其中，硬件区重点建设整机和
光学模组一、二期等终端整机基地、
引进关键器件等项目；内容区重点
引进内容制作、工具及分发领域项
目；科技创新中心片区重点建设国
家级虚拟现实制造业创新中心，虚
拟现实检验检测平台、创新平台等
项目；综合配套区重点建设虚拟现
实创享中心，将打造集“VR体验、展
示发布、论坛展会、科普实训、公共
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园区综合
配套中心，为市民开放一座“虚拟现
实主题乐园”。

实体筑基、产业兴城。在元宇
宙的星辰大海里逐梦未来，青岛以
2022 国际虚拟现实创新大会为媒，
向世界发出热情邀约。

“虚拟”照进现实 2022国际虚拟现实
创新大会日程

（一）开幕式暨主论坛

09:00-09:10 宣传片

09:10-09:25 致辞

09:25-09:28 山东省虚拟现实产业

联盟揭牌

09:28-09:30 青岛市虚拟现实产业

园揭牌

09:30-09:35 发布《山东省推动虚拟现

实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及

若干措施》

09:35-09:45 发布山东省虚拟现实领

域优秀解决方案

09:45-09:55 解读《基于确定性网络的

元宇宙基础设施技术白皮书》

09:55-10:00 颁发虚拟现实产业园专家聘书

10:00-10:10 重点招商项目签约仪式

10:10-10:20 茶歇

10:20-10:25 发布虚拟现实产业基金

10:25-10:35 发布《青岛市虚拟现实产业园

发展若干政策》

10:35-10:50 推介青岛市虚拟现实产业园

10:50-11:40 系列主题演讲：

虚拟现实快速发展 数字经济

稳健前行

元宇宙：从概念到产业

元宇宙云平台+全时空教育教

学应用模式

凝聚产业力量 让VR点亮视界

（二）“星鲨杯”全球虚拟
现实内容大赛颁奖典礼

16:00-16:10 开幕

16:10-16:30 致辞

16:30-17:30 颁奖

17:30-18:00 发布《虚拟现实生态

下数字化转型白皮书》

（三）平行分论坛
（14:00-16:40）

虚拟现实终端技术与产业发展

虚拟现实与数智体育

通信技术

虚拟现实产业链人才联盟

虚拟现实数字化转型

2022年9月22日 星期四

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