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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刚研发出来就有人抱着钱来
买，这是任何企业都梦寐以求的。位于永
川区的重庆海通吉佳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下称海通吉佳），最近就遇到了这样的好
事：该公司刚研发出来的一款9层垂直循
环类智能立体车库，近1个月内拿到了
10多个意向性采购订单。

这款立体车库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
力？9月6日，海通吉佳董事长唐俊聪总结
了这款立体车库三个与众不同之处——

第一，填补了西南地区无9层垂直循环
类立体智能车库的技术空白。该车库可停
放16辆轿车，单套产品仅需不到36平方米
的土地面积就能安装。而传统停车场，平
均每10平方米仅能停1辆轿车。如果停
16辆轿车，至少需要160平方米的土地。
这款产品节约土地的效果非常明显。

第二，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大幅度提高
了取车速度。车辆即使停在最顶层，智能
控制系统也能自动识别最近路线，在两分
钟之内把车送出来。停车的时候，车主只
需刷卡将车停在立体车库底层的专用车
位即可离开。

第三，安全性、智能化程度高。安全系
数指标超过国家标准，车主可利用手机
APP，实现在线预约停车、取车及在线缴费。

谈及这款产品，唐俊聪还有两点创新
方面的感悟。

第一点感悟：以市场需求为引导进行
创新，才能研发出市场前景广阔的产品。
海通吉佳是重庆海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海通集团）的子公司。12年前，已在

汽车配件生产领域深耕多年的海通集团，
开始涉足智能装备研发、生产。当时，未
经过深入细致的市场调查，海通集团就匆
忙上马，瞄准国防军工市场开发工业运动
控制系统。然而，因这一市场的需求变化
不定，公司智能装备产品陷入了销量起伏很
大的困境——多的时候销售额可达2000万
元以上，少的时候仅有二三百万元。

痛定思痛，海通集团决定寻找新的利
润增长点。2014年，员工办事屡屡遭遇
停车难的烦恼，这给集团高层带来了开发
立体车库的灵感。“这一次，我们吸取教
训，不再盲目作出决定。”唐俊聪回忆，为
此，集团派人在重庆及国内多个城市进行
了实地走访、调研。

调查的结论是：停车难已成为普遍现
象，各地政府为此伤透了脑筋。同时，被
认为可解决停车难题的立体车库，因技术
还不成熟，并未在国内大量推广应用。未
来，立体车库的市场空间很大。

2016年，海通集团组建海通吉佳，专
门从事立体车库等智能装备研发、生产。
经过近1年时间的研发，这才有了本文开
头提到的好事。

“不过，仅仅紧盯市场需求搞研发，还远
远不够。对于企业而言，在瞄准市场需求的
同时找准市场空缺进行差异化创新，才能开
发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唐俊聪说。

这也是他的第二点感悟。
海通吉佳成立之初，以什么产品为主

打，是其必须解决的第一道难题。
当时，国内市场上主要有升降横移类、

垂直循环类、水平循环类、多层循环类、平
面移动类及垂直升降类等多种类型的立体
车库，其中绝大多数都在7层以下。同时，
由于智能化程度差，国内立体车库普遍存
在取车速度慢（单台车出车库往往需要3分
钟以上）的问题，饱受车主诟病。

经过反反复复调查、讨论，海通吉佳
最终确定主打产品为9层垂直循环类智
能立体车库。公司高层认为：开发此类产
品可与其他厂家形成差异化竞争，提高市
场竞争力。

有员工反对：做这种立体车库风险较
大。因为立体车库越高，其设计、制造及
施工难度越大，尤其是，弄不好容易出安
全问题。但最后，唐俊聪等公司高层仍然
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方向确定了，海通吉佳开始联合国内
某知名高校，寻找方法突破安全、智能化及
取车速度等方面的研发难点。最终，所开
发出来的9层垂直循环类智能立体车库，无
论在取车速度、安全性能还是智能化方面，
都在行业内实现了突破，并顺利取得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特种设备
制造许可证》，为上市销售铺平了道路。

事实也证明，海通吉佳的选择是正确
的。这款立体车库研发成功后，很快就吸
引了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客户前
来考察、洽谈。“仅最近一周，就接待了10
多个考察团。”对于未来，唐俊聪信心满
满，“目前，这款产品的市场营销才刚刚展
开。接下来，随着大规模推广，相信它会
给我们带来更大惊喜！”

不到不到3636平方米的地面上停放平方米的地面上停放
1616辆车辆车，，这是怎么做到的这是怎么做到的？？

立体车立体车库的库的
创新秘诀

本报记者 黄光红

游说张一白

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导演，是
重庆人张一白。恰巧，二厂负责人周迓昕
和张一白很熟，得知电影即将开拍，周迓
昕便动起了“小脑筋”。

他把张一白请到了还在打造的二厂
做客。按照同名小说，电影原取景地应该
是南京，但周迓昕却想游说张一白，让他
把取景地改为重庆，甚至是二厂。

刚开始，张一白还有些顾虑，直到周
迓昕打出“老乡牌”。

张一白是重庆人，也希望能够宣传家
乡。经过激烈讨论，加之各方面也符合要
求，张一白决定把电影取景地选在重庆，
这就有了后来的故事。

事实证明周迓昕的努力是正确的。
电影热播后，包括二厂在内，像洪崖

洞、十八梯、千厮门大桥等地都在网络上
迅速走红。于是，二厂尚未开业，已红遍
全国。

玩转“社群”

除了电影，周迓昕还想“拿下”张一白
这个人。

“张一白是微博大V，也是重庆电影
圈里的意见领袖之一，有了他，二厂便有
了电影这一‘标签’。”周迓昕说，电影拍摄
完后，张一白在二厂投资建设了酒店，二
厂也借助他的名号衍生出更多电影元素。

这只是二厂营销模式的缩影。周迓
昕说，二厂不同于常规的文创街区和空
间，也并非简单的招商引资，他们引入的
核心是“社群”。

社群，可以理解因某种元素而聚集在

一起的社会群体。“每一个社群都有意见
领袖，我的目的便是把他们招到二厂来。”
周迓昕说，2014年自己接手二厂后，相继
拜访了建筑、设计、美工等300多个协会，
结识了这些社群的意见领袖。随后，根据
二厂的定位与特点，他上门招揽了运动、
手工、生活美学、美食等十几个社群的意
见领袖，让他们入驻二厂。

把这些意见领袖留在二厂，便等于把
社群的粉丝留在了二厂。可以说，二厂消
费的，便是“粉丝经济”。

“可以说，二厂有今天的样子，不是我
规划的，都是这些意见领袖入驻后，按照
自己的想法去建设的，我只负责给他们提
供空间和平台而已。”周迓昕说，这样的模

式还有一个好处，因为社群交流不限区
域，二厂的辐射范围便不止重庆，甚至能
扩大到全国。

据统计，从今年6月份正式开营以
来，二厂在工作日的平均人流量达到
7000人次，周末及节假日可达15000人
次，其中有60%的都是外地游客，甚至有
不少人下飞机后，便直奔二厂。

“旧城”复兴

如果说二厂的运营模式是创新，那其
建设模式则是怀旧。

二厂前身为鹅岭印刷二厂，在2012
年时因为环保等原因关闭，留下了大批废
弃楼宇。周迓昕接手后，并没有大刀阔斧
地拆建，而是借鉴了伦敦经验，只在原楼
宇的基础上进行改建。

如此一来，二厂成为了一个“奇葩”的
文创区域。从外观上看，所有建筑都“上
了年纪”，外墙甚至有些破烂；而在内部，
每家店又各具特色，文艺、古典、小清新
……现代感与休闲感十足。

这不仅成就了二厂的建筑风格，也让二
厂的废弃楼宇再利用，成了闲置空间盘活的
典型。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渝中区旧城改造，
提供了成功的案例。因为二厂的存在，渝中
区决心将把鹅岭正街打造为一条文创街区。

“本来旁边的国际村社区那些居民楼
都准备拆迁重建了，但如今全部保留。”周
迓昕说。

二厂现已成为鹅岭正街复兴的发动
机。周迓昕相信，有一天，这里会成为重
庆最具特色和人气的文创街区。

“社群”带动“粉丝经济”

鹅岭二厂招商先“招人”
本报记者 杨骏 见习记者 崔曜

本报讯 （记者 杨艺）今
后去菜市场买菜，不仅可以用
支付宝付款，还能享受“付款返
现、一分钱买菜”等优惠。9月
6日，市商务委与支付宝签署

“移动支付智慧市场”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将在老百姓日常
生活最常见的菜市场、商圈、
商贸企业等地，合力普及移动
支付。未来，重庆的100家菜
市场有望升级为移动支付智慧
菜场。

重庆在建设智慧城市方面
一直进展迅速。今年2月，重庆
与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签订战
略协议；7月份，双方进一步明
确在城市公共服务等领域加强
合作，建设移动智慧城市。此
次签约“移动支付智慧市场”，
则是将合作扩展到菜市场等老
百姓日常生活最常见的场景。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重庆
的不少菜市场的移动支付已经
非常普及。南坪正扬大市场，
是重庆最早整体接入移动支付
的市场之一，目前已基本实现
移动支付全覆盖。同样，在帝
怡菜市场、海若菜市场，80%的
摊主都用上了移动支付。

帝怡菜市场市场总监幸治
伦认为，移动支付便利了来买
菜的顾客，也降低了市场管理
方的管理成本。海若菜市场总
经理唐鹏则表示，“哪些菜品好
卖，哪些菜品价格波动大，都可
以用大数据进行分析，指导菜
市场进货铺货”。

据了解，此次签约后，各大
菜市场将与支付宝方面合作，
推出付款返现、一分钱买菜等
优惠活动，进一步推广移动支
付在菜市场的使用。

市商委与支付宝签署“移动支付智慧
市场”战略合作协议

我市100家菜市场
将支持手机付款

■ 街巷名片

鹅岭二厂，位于渝中区鹅岭正
街。该区域保留了老工业厂房的原
形，并有餐饮、酒店等设施，是网上有
名的“文艺青年”聚集地。

鹅岭二厂（下称二厂）有一处天
台，名为“爱情天台”，是电影《从你的
全世界路过》的取景地，至今吸引着
络绎不绝的游客。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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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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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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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本报讯 （记者 陈波）今
年 1—7 月，全市投资增长
12.1%，其中民间投资增长
13.6%，占全社会投资比重
55%，同比提高2.9个百分点。
9月6日，记者从市发改委获
悉，我市深入推进“放管服”改
革，正在有效激发投资活力，持
续提升投资效益，不断增强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动力。

据了解，我市先后三批次
修订《重庆市政府核准的投资
项目目录》，按照“能放则放、应
放尽放、放则真放”的原则，切
实向市场、向区县放权，实现核
准范围“最小化”。

以2016年为例，全市核准
备案项目中，不到2%的项目
需办理核准，其余98%以上的
项目为告知性备案服务；不到
1%的项目在市级办理，其余
99%以上的项目在属地就近
办理。

此外，市政府还出台《关于
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
社会投资的实施意见》，采取
22项措施鼓励社会投资进入
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领域。

据悉，市发改委正在抓紧
研究，努力将企业报建审批时
间压缩到50个工作日以内。
同时将报建审批程序压缩为
土地供应、规划方案审批、初
步设计审批、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审批、施工许可证审批
等五个环节，实行首问负责制
办理。

为推进投资服务网上办
理，目前我市已利用互联网和
大数据技术，建立起全市固定
资产投资在线监管服务平台，
将政府办事窗口“搬”到企业用
户办公室，让信息多跑路、企业
少跑腿。

据介绍，我市未来将鼓励
民营资本积极参与城乡养老、
旅游观光、特色街区建设运营
和大数据、电子商务发展，特别
是进一步放宽教育、医疗、养老
等群众需求旺盛、社会投资愿
望迫切的行业领域，为民营资
本创造更多机会。

同时，将加快出台《重庆市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
办法》，进一步明确核准备案的
程序规范，健全企业投资项目
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抓紧建立
政府投资“项目池”与“资金池”
的对接平衡工作机制，通过统
筹资源平衡、统筹要素保障、统
筹资金安排，将项目汇起来、将
资金统起来。

据悉，我市下一步还将继
续简化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流
程，将审批事项全部纳入市政
府网审平台在线办理，同步建
立以合同管理为核心的“双向
约束”监管方式。

“放管服”改革持续增效
1—7月全市投资增长12.1%

我市将有更多的菜市场可使用支付宝。
记者 杨艺 摄

（上接１版）
垫江县环保局污防科科长杨时国介绍，重

庆兴发金冠化工有限公司地处龙溪河主要支流
打渔溪流域内，也是流域内25个涉水污染源中
的重点关注的对象。该公司的污水处理工艺改
造升级后，经处理排放的生产废水，各项污染物
指标均低于国家限值。

“今年初，打渔溪还是劣Ⅴ类水质，现在已
经达到Ⅳ类水质了。”杨时国介绍，在整治涉水
污染源并进行生态修复后，今年底，打渔溪水质
有望达到Ⅲ类。

据了解，在垫江县梳理的309个涉水污染
源中，有81个为工业污染源，目前已全部治理
完成。下一步，垫江县还将对流域内废水排放
量大、水污染明显的化工、造纸、畜禽屠宰、废旧
塑料加工、榨菜加工等企业，加大执法力度，按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从严查处，达不到整治要求
的一律关闭或取缔；对生产废水排放量较小，水
污染不明显的食品加工、机械加工、建材等企
业，督促其按照环保法律法规要求实施整治，确
保废水达标排放。

14个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已治理10个

垫江县沙坪镇建安村，武安河一河清水静
静流淌。河畔的石阶上，村民郭军正猫腰洗菜，

“这水干净，洗了拿回去就能下锅了”。
然而，在两年前，建安的村民们甚至不愿走

近这条河。
“污水、粪尿，都是直接排到河里。”郭军记

得当时沿河还有不少畜禽养殖场，畜禽粪污也
都排到河里，“能不臭吗？”

改变，从两年前开始。
“县里把沿河的畜禽养殖都取缔了。”罗斗

明告诉记者，建安村是撤乡并镇后的老场镇，场
镇上常住人口5000多人，在解决了畜禽粪污污
染后，生活污水依然是武安河的一大污染源。为
此，县里又在场镇规划建设了日处理污水量300
立方米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并在2015年投

入运行，部分解决了场镇生活污水污染问题。
今年6月，垫江县完成了建安村污水处理设

施的改造升级，完善了二三级污水管网，污水管网
总长度达到7公里，将场镇污水全部接入了污水
处理设施。如今，武安河已稳定达到Ⅲ类水质。

罗斗明告诉记者，在需要整治的14个集中
式污染治理设施中，已完成了包括建安村污水
处理设施在内的10个点位的整治。

记者了解到，垫江县共需建设55座污水处
理设施，目前已完成两座城市污水处理厂、1座
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和45座乡镇污水处理设
施的建设。

今年内，垫江县将进一步完善城镇污水二三
级管网，并完成三溪、大石、长龙、黄沙、沙河5个
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启动新民、澄溪、砚台、
鹤游、坪山、周嘉6个乡镇污水处理厂的技术改
造工作，确保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率达90%以
上，乡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率达80%以上。

176个畜禽养殖污染源已关闭
85个、治理91个

离开清澈见底的武安河，记者一行驱车约
两个小时，来到位于垫江县北部的迎风湖国家
湿地公园。雨后的迎风湖微风拂面，白鹭在阳
光中掠过碧波荡漾的湖面。

杨时国介绍，迎风湖水库始建于上世纪70
年代，是垫江县的主要水源地之一，区域的涵养
水源功能显著，2009年被纳入全国62个国家湿
地公园建设试点之一。湿地公园总面积254.8
公顷，其中自然湿地面积为28.17公顷，是典型
的库塘型湿地公园。

为了改善迎风湖的水环境质量，垫江县关
停了湿地公园重点保护区内的所有畜禽养殖
场。此外，在湿地公园重点保护区外围，该县还
对畜禽养殖污染进行了集中整治。

位于周嘉镇均田村五社的垫江县永大牧业
有限责任公司奶牛场，就是176个畜禽养殖污
染源之一。

记者到达奶牛场时，这里正在进行环保设
施的改造。

“奶牛场存栏量为500头，此前主要存在雨
污混流，沼液池、沼气储罐容量不够，奶牛场种
植基地消纳能力不足等问题。”垫江县农委农环
站站长邹其中介绍，在县农委和环保局的督促
下，永大牧业投入了400多万元进行治理。

“添置了新的沼气罐，储量达到了6000立方
米；新建了储粪池，解决了干湿未分离、雨污混流
的问题；新建了8公里的沼液还田管网。”永大牧
业总经理王怀中介绍，他们还新租了700亩的土
地，用于种植玉米、蔬菜等农作物，消纳养殖粪污。

除了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
场，治理限养区、适养区现有规模养殖场外，垫
江县还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了治理，推广低毒、
低残留农药使用，实行测土配方施肥，推广精准
施肥技术和机具，实现化肥、农药施用量“零增
长”。目前，全县176个畜禽养殖污染源已整治
完成，其中关闭85个、治理91个。

挂图作战 集中整治309个涉水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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