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钧）10月
3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
获悉，两江机器人展示体验中心
目前已在水土高新园建成并向团
体客人开放。这个涵盖机器人全
产业链展示、教育体验、科技前沿
为一体的“机器人王国”，汇聚了
全球顶级机器人相关产业和产
品，对重庆提高产业智能化水平
及机器人产业领域的招商引资等
具有重大意义。

流畅作业的机器人智能化生
产线、水中畅游的高度仿真机器
鱼、踢不倒的萌宠机器狗……从
庞大威严的工业机器人到时尚轻
巧的服务机器人，大批高精尖机
器人产品接连亮相，两江机器人
展示体验中心已成为国内展示机
器人科技前沿的主流阵地和公共
窗口。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主体部
分建设，待馆内的配套设施软装
完成后，面向大众开放。

机器人博物馆

负责此项目的重庆两江机器
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是国
内机器人产业链比较集中的区域
之一，两江机器人体验展示中心
内设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两
大展区，汇聚了众多国内外顶级
机器人品牌，俨然是个馆藏丰富
的“机器人博物馆”。

一楼的工业机器人展区，川
崎、库卡、发那科、ABB、华数等
机器人行业巨头均设有专属展
位；二楼的服务机器人展区，更
有一大波新型时尚的服务机器
人妙趣来袭，蠢萌可爱的儿童伙
伴、舞姿酷炫的灵魂舞者、智商
爆表的家庭秘书……在娱乐、教
育、医疗、养老等多个领域，生动
上演人工智能如何改变人类生
活。

比如在猴年春晚有过出色表
现的跳舞机器人阿尔法，就在展
示中心当起了“助兴嘉宾”，他们
整齐的队列、灵活的舞姿总是能
轻易博人眼球。据优必选重庆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优必选在展
示中心设置了专门的展台，除了

“大明星”阿尔法，大家还能看到
各种阿尔法的升级版以及机智的

“解说员”Cruzr机器人等，代表
了服务机器人的前沿成果。

据了解，为将展示性、观赏性
和体验性融为一体，体验展示中
心除提供基本的产品展示外，还
将为机器人企业提供品牌推广、
体验互动、科普教育和产品销售
等多项服务。

作为重庆两江机器人产业园
的产业形象展示项目，该体验展
示中心还将通过对工业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的集中展示，助推两
江新区招商引资，成为重庆机器
人产业发展的重要展示窗口。

对学校等团体客户开放

“现在展示中心组织的机器
人基本上都已经到位，目前对学
校等团体客户进行开放，等到配
套辅助设施软装全部完成，我们
将正式开放场馆，接待散客。”该
负责人说。

作为国内首家以机器人和高
端智能装备产业投融资为主业的
融资租赁公司，两江机器人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是两江新区产业资
本与金融资本融合型企业。这位
负责人告诉记者，建设体验展示
中心，展示工业机器人及服务机
器人新品、热品，主要是希望以展
促租，推动与各大机器人本体、线
体厂商的合作。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作为重庆
着力培育的十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在两江新
区，通过融资租赁、产业基金等方
式整合订单，吸引了全球机器人
巨头纷纷入驻，大大增加了机器
人产能和供给，目前已有日本川
崎、发那科、德国 KUKA、瑞典
ABB、中国华数、哈工大等国内
外机器人巨头抢滩布局，并带来
了产业链上下游的配套企业，大
大推进了重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产业的发展。

汇聚人工智能前沿科技

两江机器人展示体验中心
对外开放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重庆日
报记者10月30日从2017年全市第十次
重点项目调度会上获悉，渝贵铁路、成渝
高铁沙坪坝段、西站铁路综合交通枢纽一
期和沙坪坝站铁路综合交通枢纽等工程
项目建设目前正强力推进，这4个铁路项
目预计年内建成投用。

铁路建设方面，渝贵铁路、成渝高铁
沙坪坝段正在进行联调联试，沙坪坝站铁
路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施工进度已达
97.5%，西站铁路综合交通枢纽一期工程
主体已经完成，正开展装饰装修。除4个
预计年底投用的项目外，在建项目郑万高
铁和枢纽东环线两个项目已全面开工建
设。郑万高铁已超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枢纽东环线已基本完成先行用地交付。
高速公路建设方面，渝广高速、南道

高速已建成通车，万利高速、九永高速永
川段将于12月底建成通车，将新增高速
公路通车里程183公里，全市通车总里程
突破3000公里。此外，江津至习水、开州
至城口、潼南至荣昌等项目正全速推进。

水运建设方面，按照建设长江上游航

运中心的总体要求，全面推进四大枢纽港
建设，已有阶段性进展。龙头港区一期已
开港运行，珞璜港区一期、新田港区一期按
计划加快推进，年内将新增货运通过能力
1000万吨、集装箱50万标箱，今年底全市
港口货物通过能力将达到2亿吨、460万标
箱。年内争取完成果园港铁水联运接驳改
造，建成珞璜港一期主体工程，实现新田港

开港运行和涪江潼南航电枢纽船闸通航。
机场建设方面，按照建设国际航空枢

纽的总体要求，全面加快“一大四小”机场
建设，江北机场东航站区及第三跑道工程
已正式投用。目前正充分利用江北机场
基础设施优势，大力开发国际航线，加快
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力争年内新增国际航
线10条左右。

渝贵铁路、沙坪坝高铁站等4个铁路项目
预计年内建成投用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
10月 31日上午，万州区集中签
约8个重大招商项目，计划总投
资近千亿元。

据介绍，此次集中签约的
8个项目分别是：密溪沟片区和
塘角片区整体开发项目、东旭
万州产业园项目、半导体芯片
产业化项目、精工能源集团与

万州合作项目、万州天山海世
界项目、智能装备产业园项目、
金属精密智能制造项目、LED
芯片封装项目，涵盖了新型材
料、装备制造、商贸服务、金融、
文化旅游、城市开发建设等多个
领域，在各自领域具有一定引领
性、示范性和带动性，计划总投
资近千亿元。

万州区集中签约
8个重大招商项目
计划总投资近千亿元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0月 3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交委获悉，近年来，
我市加快重庆国际航线开发和国际航空
枢纽建设。未来，重庆机场还将开通至巴
黎、布里斯班、圣彼得堡等远程国际航线，
进一步完善重庆国际航线网络，推动重庆
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城市。

今年8月，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投用

T3A航站楼和第三跑道，成为我国中西
部地区第一个拥有三座航站楼，实现三
条跑道同时运行的机场，机场设施保障
能力和运输生产能力达到全国领先水
平。

市交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墨尔本
航线的开通，我市累计开通的国际及地区
航线已达到68条，通往全球22个国家、

52个城市。
仅2017年以来，重庆就新开通至纽

约、洛杉矶、墨尔本、宿务、莫斯科、伊尔库
茨克、民丹岛等7条国际客运航线，以及
重庆至吉隆坡、莫斯科2条国际货运航
线。

根据规划，“十三五”时期，我市将进
一步加快民航发展，到2020年，江北机场
国际及地区航线将达到100条左右，旅客
吞吐量超过5000万人次，国际旅客吞吐
量达到500万人次，基本建成国际航空枢
纽。

重庆累计开通国际及地区航线已达68条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0月31日，
天津航空重庆运营基地揭牌仪式暨重庆
直飞墨尔本航线首航仪式在重庆江北国
际机场举行，标志着天津航空重庆运营基
地正式成立，重庆首条执飞墨尔本航线正
式启航。

重庆直飞墨尔本航线是继开通悉尼、
奥克兰之后，重庆开通的第三条通往大洋
洲的国际定期客运航线，也是今年继开通
洛杉矶、莫斯科、纽约航线后，重庆机场开
通的第四条洲际航线。

单程飞行时间约10.5小时

此次天津航空开通的重庆直飞墨尔
本洲际航线，去程航班号GS7945，每周
二、四、六各执飞一班，22∶10从重庆江北
国际机场起飞，次日11∶40抵达墨尔本。

回程航班号为GS7946，每周三、周五
和周日各执飞一班，13∶40从墨尔本起
飞，21∶40 抵达重庆（以上均为当地时
间）。

据介绍，重庆直飞墨尔本航班由空中
客车公司A330宽体客机执飞，采用18个
公务舱、242个经济舱的经典双通道布
局，可载客260人。特别是飞机全舱配备
机载娱乐系统，将大大缓解旅客乘机的劳
累。

“该航线单程飞行时间约为10.5小

时，相较于中转航班，为旅客节省了更多
出行时间。”天津航空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

天津航空重庆运营基地成立

运营基地是为航空器提供维护以及
为航班提供例如清洁、供餐等服务的。它
是衡量一个城市打造航空枢纽的重要指

标。通常来说，设有运营基地多的城市，
其始发和中转的航线越多。

据介绍，天津航空在重庆设立运营基
地后，将以重庆为中心，逐渐扩大重庆出
港境内外航线网络，开通更多重庆至各热
门旅游国家的国际航线，完善在西南地区
的航线网络，助力重庆打造国际航空枢纽
城市。

为全力打造重庆运营基地，今年天津

航空已在重庆开辟了四条洲际航线：天
津—重庆—伦敦、天津—重庆—奥克兰、
重庆—莫斯科和重庆—墨尔本。

“天津航空持续开辟出港洲际航线，
扩大了重庆航线网络版图，将推动重庆
国际航空枢纽建设，也为周边地区旅客
提供了更加多样、便捷的出行选择，拉近
重庆与世界的距离。”市交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

重庆直飞墨尔本航线昨首航

10月31日，在沙坪坝区众创E
家创新创业综合服务中心，苏州创
客邦孵化管理有限公司毛洪臣导
师（左三），正在为创业青年康辉
（左二）等模拟组建的公司作商业
模式重构方面的现场指导。

当日，沙坪坝区青锋创业训练
营开班。从共青团沙坪坝区委开
辟的网络抢票途径获得学习资格
的60名青年创客，开始为期3天的
免费封闭式培训。由市内外知名
投资人、企业家组成的导师团队，
以“集中授课＋模拟实战”模式，讲
授创业营销、资金管理、商业模式
等课程，让青年创客在创新创业的
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记者 张锦辉 摄

沙坪坝区青锋创业
训练营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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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重庆能源集团旗下松藻煤电公
司石壕矿井，迎来了一批客人：河南郑州
市煤矿的120名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打
听到能源集团的煤矿在煤矿瓦斯治理和
水害治理上技术先进，专门前来考察。

作为全国主要产煤地，以及煤矿瓦斯
灾害严重的地区之一，郑州市煤矿系统的
技术人员深知瓦斯治理的难度。重庆的
技术经验，真能帮郑州解决问题？

下井参观完矿井后，客人们纷纷夸
赞：重庆能源集团“变瓦斯为资源，化灾害
为价值”的理念和技术确实先进，服了！

从2009年开始，重庆能源集团就开
始研究将油气行业水力压裂增透技术引
进到煤矿瓦斯治理中来，将瓦斯变为可
利用的资源，并在集团所有矿井全面推
广应用。

更关键的是，凭借上述技术，该集团
从2010年起，就完全杜绝了煤与瓦斯突
出事故。这一优异的成绩，令众多同行艳
羡不已，纷纷寻求与能源集团开展技术合
作。

近年来，凭借能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
一系列高新技术研发、应用，重庆能源集
团不断拓宽原有业务范围，进一步从生产
型向技术型、服务型企业转变，在煤炭、电
力、铝加工业因产能过剩，普遍不景气的
背景下，把新技术研发作为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助推企业成功实现
扭亏为盈、逆势增长。

水力压裂技术解决行业难题

重庆能源集团下属的煤矿不但地质
条件复杂，资源条件差，而且瓦斯灾害严
重，在上世纪70年代，就被原国家煤炭部
确定为全国煤矿灾害最严重的6大重灾
区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该集团在全国
煤炭业，率先研究通过水力压裂技术进行
煤矿瓦斯治理。

水力压裂，就是在钻透目标煤层后，向
煤层高压注水，使其产生裂隙，形成瓦斯渗
流通道，使钻孔周围较远处的瓦斯也能通
畅释放出来，再用抽放泵抽排出隧道，从而
避免施工过程引发瓦斯突出和爆炸事故。

至今，该集团已先后实施水力压裂
5000余次，并取得单孔瓦斯抽采量提升
25%以上，瓦斯抽采达标时间缩短30%以
上的效果。

瓦斯治理取得成功，为煤矿机械化创
造了条件。能源集团的煤矿采煤机械化
程度目前达到87.80％，处于西南地区前
列。此外，集团采煤员工由1991年用工
27532人，减少到2016年的10830人。

在此基础上，能源集团以旗下科技公
司为科研平台，从设计、工艺、装备、标准
等多方面着手，完善煤矿井下控制水力压
裂增透及煤层气开采体系，并致力开发第
四代水力压裂泵。

目前，该集团已成功编制全国唯一的
煤矿井下水力压裂地方标准，并联合有关
单位升级行业标准，向全国煤矿推进成果
转化。近期，该集团已通过技术输出服务，

帮助四川、贵州、云南、山西煤矿突破了瓦
斯治理难关，甚至还玩了一把“跨界”。

“跨界”服务保障渝黔高铁通车

10月25日，渝黔高铁正式进入动车
车组检测运行阶段，而在这条铁路上，有
一个新凉风垭隧道，曾在施工时因瓦斯突
出威胁严重，被业内人士称为国内“天字
号”瓦斯突出隧道。正是重庆能源集团的
技术输出服务，为施工方解决了难题。

新凉风垭隧道位于渝黔高铁贵州末
端，长7618米。这条隧道要穿过9层煤，
其中瓦斯突出煤层有4层，而由于地质条
件复杂、瓦斯浓度太高，采用传统的密集
钻孔、缓慢抽排方式不可行。

中铁十八局渝黔铁路土建七标项目
部总工程师邹永红介绍，面对重大安全难
题，项目部曾在一年多时间里苦寻解决之
道。经多方咨询考察，项目部找到了重庆
能源集团科技公司。

能源集团科技公司通过地质精探，摸
清煤层赋存和瓦斯原始参数后，确定了

“分布集中处理，分层检验揭煤”的实施方
案。从2014年9月起，使用大功率钻机
钻孔，再集中进行压裂和瓦斯抽排，至
2015年6月，全部完成了9层煤的安全揭
煤任务，为该隧道提前完工和渝黔高铁全
线通车提供了保障，也为全国铁路隧道施
工中的瓦斯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海外破解综采机械化“禁区”

如今，能源集团已经把技术输出服务

这项业务做到了国外。
近期，该集团就与越南矿煤集团开展

合作，通过技术输出和员工培训等方式，
极大提高了越南机械化采煤效能，并助其
突破一系列关键技术瓶颈。

越南矿煤集团煤科院矿井处博士黎
德荣介绍，越南煤炭储藏量丰富，但由
于开采技术落后，机械化采掘程度近于
零，单矿产量不及重庆的 1/4。该集团
向乌克兰和日本寻求帮助，得到的答复
却是：越南当地的倾斜煤层，不适合上
综合采煤机械装备。日本专家还断然
称，倾斜 25 度的煤层是综采机械化的

“禁区”。
后来，越南煤炭业将目光转向中国，

山东矿机集团向他们推荐了难采煤层机
械化经验丰富的重庆能源集团科技公
司。该公司对越南方面人员采用开小灶
的方式，集中进行了实操机械化培训。如
今，越南方面已经将多年没有“玩转”的机
械综采顺利开展起来。

“与越南煤矿的合作，让我们也看
到技术输出的价值所在。”能源集团相
关负责人介绍，日前能源集团又一新技
术——煤层气抽采与煤炭地下气化一
体化，在国内权威专家参加的评审会中
获评审通过，该技术可使西南地区煤矿
开采利用率翻倍，并将对国内煤炭、煤
电基地建设，和过去确定的资源枯竭地
区的经济发展、节能减排产生重大影
响。“技术也是商品，未来能源集团还
将加快研发煤炭安全绿色开发与清洁
高效利用的技术，主动作为，转型发
展。”

重庆能源集团“技术输出服务”玩得溜
本报记者 白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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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 通
讯员 魏东）重庆日报记者近日
从涪陵页岩气公司获悉，涪陵页
岩气田首口重复压裂井——焦页
9-2HF井已成功投产，日产量5
万立方米。

近期，涪陵页岩田部分气井
随着开采时间的延长，产量出现
明显递减。焦页9-2HF井2013
年投产初期，日产量在2.5万立
方米左右，至2017年，日产量降
至5000立方米。为提高其产量，
涪陵页岩气公司决定开展重复压
裂。

重复压裂，是对地层中未产

页岩气或产气不完全的区域进行
再改造，从而提高气井采收率的
一项措施。焦页9-2HF井是涪
陵页岩气田第一口重复压裂试
验井，涪陵页岩气公司组织专
家和技术人员多次讨论，并借
鉴国内外重复压裂施工经验，
制定了严密细致的施工方案，
于近日顺利完成了4级重复压
裂施工。

涪陵页岩气公司相关人士介
绍，此次重复压裂获得成功，为后
期老井的深入利用、挖掘潜力奠
定了基础，也为涪陵页岩气田增
产积累了宝贵经验。

涪陵页岩气田
首口重复压裂井投产

10月30日，南岸区海棠溪街道罗家坝公交站附近，园林工人正在
对景观绿化进行日常维护。为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为广
大市民营造山清水秀的绿色空间，南岸区绿化部门全面启动了秋季补
植工作。连日来，园林工人抢抓秋末冬初有利于苗木根系愈伤、生根、
吸收水分养分的时机，在主次干道和交通节点移栽补植苗木，预计于
11月下旬完成。 记者 郑宇 通讯员 王雄 摄

秋季补植 绿化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