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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北机场，工作人员正在卸下波音737飞机引擎。
（渝新欧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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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为了向国际社会全面、深入介
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思想，由中国外文局所属
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摆脱贫困》英、法文版电子书于4月9
日在亚马逊、Overdrive、易阅通、掌阅四家数字交易平台上线，
面向国内外读者销售。

《摆脱贫困》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个人著作，收录了他1988年至1990年任中共宁德
地委书记期间的重要讲话和调研文章，共29篇。还收录有10
张彩色照片，其中包括他在宁德工作期间的6张工作照片。
该书是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两年艰苦工作的全面写照，体现了
他扎根艰苦地区带领群众摆脱贫困的坚定理想信念和深挚为
民情怀。

《摆脱贫困》英、法文版电子书上线

据央视网消息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将于4月
10日上午9点30分在海南博鳌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
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
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将进行现场直播。央
视网、央视新闻移动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将作实时报道。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今日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2017年 11月 28日至12月
22日，重庆市环境保护集中督察
组对九龙坡区、綦江区、奉节县、
秀山县等4个区县展开督察，并
于近期向被督察区县反馈了督察
意见。其中，4个区县均存在水
环境保护不力的问题。

秀山
突出环境问题未切实解决

市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向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反馈了
督察意见。

督察认为，秀山环保“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落实仍不到
位。环境保护责任考核失之以
宽，未严格对标考核评分细则，
考核扣分不到位。

秀山虽然实现全县城乡污
水处理设施全覆盖，但存在设施
运行效果不好、污染物不能持续
稳定达标排放等问题。城区仍
有不少于9个排污口分布于梅
江河两岸。乡镇集中处理设施
虽已建成，但二三级配套管网缺
口大。

秀山经济信息委未按照国
家发改委规定，牵头实施淘汰落
后砖瓦窑整治工作，导致34家生
产点至今未能关停或淘汰取缔。

此外，秀山突出环境问题未
切实解决。18家电解锰企业只
有4家完成整合，其余电解锰企
业仍在整合之中，但未完善相关
关停手续；恒丰电解锰遗留渣场
未按要求建设渗滤液收集井、监
测井、监控井等设施；太阳山自
然保护区缓冲区2家畜禽养殖场
建（构）筑物虽已拆除，但建筑垃
圾及遗留粪污未清理，生态恢复工作也未实施。

奉节
部分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环境问题突出

市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奉节县反馈了督察意见。
督察认为，奉节县贯彻落实党中央和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

及环境保护决策部署有差距。部分领导干部认识上有待深化
和加强，对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认
识不深、措施不够。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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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从科技

成立于 2015 年，孵
化于中科院重庆绿色智
能研究院，是两江新区一
家专注计算机视觉与人
工智能的高科技企业。
参与制定国家人工智能
标准及人脸识别行业标
准，企业自主研发技术在
金融、安防、交通等行业
市场占有率较为领先。

2018 年 3 月，云从
科技与津巴布韦政府签
订框架协议，将在安防、
交通、教育、金融等方面
输出中国人工智能技
术，支持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

本报讯 （记者 杨骏）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管理局4月9日
披露：日前，一批波音737飞机引擎经新加坡空运至重庆，再由
重庆运至周边省市，最终顺利交付给客户。此举将有助于重庆
打造国际多式联运枢纽。

这是重庆空陆联运首次运输波音737飞机引擎，由中新环
通（重庆）多式联运公司（简称YPL）承运，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管
理局、市物流办、重庆机场海关、渝新欧公司等进行协助。

这批波音737飞机引擎重约5吨，单一尺寸超2.1米，所以
不能用一般的客运宽体机运输。它们先从新加坡通过空运形式
抵达重庆，再由重庆通过公路形式运至客户要求地点。因为货
物价值较高，其运输要求也高，所以在公路运输期间，承运的
YPL公司为其配备了专用的避震车托运，降低了货物的运输风
险。

重庆能够“揽”下这单业务，得益于中新（重庆）战略性互
联互通示范项目。据了解，YPL公司是借助中新互联互通项
目的平台而成立，主要负责交通物流领域，并借助这一平台，
发展成为渝新欧公司开展“渝新欧+”多式联运业务的重要代
表。

渝新欧公司表示，除了中欧班列（重庆）、渝新欧越南国际班
列等铁路班列外，公司正大力拓展铁空、铁铁、铁公等多式联运
业务。下一步，将利用以重庆为核心的4小时航空经济圈，在铁
空、空陆等多式联运上寻求突破，为重庆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构
建国际物流分拨中心提供助力。

重庆多式联运又获新突破

首次实现空陆联运
波音737飞机引擎

本报讯 （记者 曾立）4月8日至11日，
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
行。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的官方合作伙伴，大
龙网将全程参与。4月9日，重庆日报记者电
话连线大龙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冯剑峰。

据透露，在本届博鳌亚洲论坛上，大龙网
将分享其在数字贸易港、区块链方面的探索和
创新理念，引领行业进入跨境电商3.0时代。

再度成为博鳌论坛官方合作伙伴

自2016年后，大龙网今年再度成为博鳌
亚洲论坛的官方合作伙伴。冯剑峰对重庆日
报记者说，博鳌亚洲论坛是为政府、企业及专
家学者等搭建的一个高层对话平台，通过这
个平台，大龙网可以对接国内外贸易行业的
重量级人物，获取重要的资讯和创新理念。

同时，论坛也为大龙网提供了一个展示
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我们讲述大龙网，让

大家了解大龙网。”冯剑峰说，通过博鳌亚洲
论坛这个平台，大龙网收获了很多，包括商业
机会、投资机会等。

但要想成为博鳌亚洲论坛的官方合作伙
伴，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大龙网成立于2010年3月，是国家商务
部首批跨境电商试点企业之一，同时也是深耕

“一带一路”国家的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基于
此，国家相关部门将大龙网推荐给博鳌亚洲论
坛组委会，组委会进行了严格的背景调查。

记者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官网上看到，其
“合作伙伴”栏目将大龙网定义为“中国最大
的数字贸易时代下实业互联服务平台、中国
最大的跨境M2M全球本土化服务平台”。

从“海外仓”到“跨境数字贸易港”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上，大龙网
因提出领先于政策的“海外仓2.0”而备受关

注。在今年年会上，大龙网又将带来什么新
理念？

“在跨境电商这条路上，大龙网一直在探
索创新，努力为中国广大中小型企业，提供走
出去的最佳路径。”冯剑峰介绍，两年前提出的

“海外仓2.0”，只是与海外采购公司合作的一
种初级模式，具备最基础的仓储、展示等功能。

两年来，大龙网不断探索更多的方法，尤
其是随着大数据、智能化等信息技术的发展，
开展了基于数字贸易的创新实践——跨境数
字贸易港。

冯剑峰指出，跨境数字贸易港本质上是
为跨境贸易双方打造的跨境数字贸易平台，
通过整合信息流、物流、资金流，以及进出口
贸易数据、海关数据、第三方合作数据、企业
征信数据、贸易双方行为数据等，为客户的生
产和相关产业链上的企业提供服务。

（下转3版）

大龙网再成博鳌亚洲论坛官方合作伙伴，创始人
冯剑峰接受本报连线采访——

引领行业进入跨境电商3.0时代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这项追踪技
术太厉害了，不刷脸也能识人！近日，云从科
技在跨镜追踪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同时刷
新3项世界纪录，该技术在识别准确率上首
次达到商用水平。

作为行业领军企业，云从科技受邀参
加正在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
4月9日，重庆中科云从科技有限公司相关
人士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透露了这
一消息。

在一些街道角落或当人低头时，摄像机
无法获取完整的人脸，遇到这种未能成功“刷
脸”的情况，怎样才能实现对目标的追踪？跨
镜追踪技术可以做到！

跨镜追踪技术可使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目

标的衣物、发型、体态等信息，跨摄像头、跨场
景准确追踪人的位置。此前由于技术限制，
跨镜追踪技术尚未实现商用。

近日，云从科技在跨镜追踪技术上取得
重大突破，在准确率上首次达到商用水平。

Market- 1501，DukeMTMC- reID，
CUHK03是目前国内外衡量跨镜追踪技术
的最权威主流的数据集，其中，首位命中率、
平均精度均值则是衡量跨镜追踪技术水平
的核心指标。

作为国内计算机视觉领域“独角兽”，云
从科技从悉尼科技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中科
院自动化所、清华大学等多家知名高校、企业
与研究机构中脱颖而出，同时刷新Market-
1501，DukeMTMC-reID，CUHK03三个权

威数据的世界纪录，其中Market-1501的首
位命中率更是达到96.6%，打破了阿里iDST
在2018年1月创造的世界纪录。

据悉，跨镜追踪技术是目前计算机视觉
研究的热门方向，主要解决跨摄像头、跨场
景下行人的识别与检索，其利用计算机视觉
技术在人脸被遮挡、距离过远时可从不同摄
像机镜头中追踪行人。该技术是人脸识别
技术的重要补充，对行人可进行跨摄像头连
续跟踪，增强数据的时空连续性，未来将广
泛应用于视频监控、智能安保、智能商业等众
多领域。

云从科技刷新3项世界纪录，受邀参加博鳌论坛

这项追踪技术“神了”不刷脸也能识人

大龙网

成 立 于 2010 年 3
月，是中国最大的跨境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之
一，由冯剑峰及其核心
团队创立。在全球有
10 家分公司，分布于美
国、加拿大、日本及澳大
利亚等地，全球总部设
在重庆。

2014 年，大龙网首
推“线上移动APP、线下
海外体验馆”的“跨境电
商B2B商机平台”，重点
布局“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助力中国制造走
出国门。

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宣传广告亮相主城。在渝中区两路口中华广场、江北区观音桥等地的LED大屏
幕上，市民都可以看到相关宣传语。为进一步扩大宣传范围，市纪委监委会同市委宣传部、市城管委、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市城投集团、市交通开投集团等单位，在机场高速、商圈广场、轨道公交车辆站台等公共场所，通过投放《监察法》宣传广
告、公益视频等方式，为深入学习贯彻《监察法》营造良好氛围。 记者 齐岚森 摄

《监察法》宣传广告亮相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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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蚂蚁金服来渝“添智”

14个项目推动
“智能重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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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工匠的惊世之作
江海筑虹的大桥之梦

近3000重庆人
参与港珠澳大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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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重庆图书馆看开国元勋读书心得

刘伯承元帅
捐赠文献展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