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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
钧）日前，位于两江新区的海云
数据与印尼美加达公司签署谅
解备忘录。按照协议，海云数据
未来将入驻美加达新城，同时双
方将在智慧安防、人工智能产业
聚合及孵化领域展开合作，助力
印尼首都雅加达打造智慧城市。

美加达新城位于印尼首都
雅加达东部，是一个正在崛起的
经济中心。而随着中国—印尼
之间的合作的日益密切，美加达
也正在成为中国企业投资印尼
的热土。

根据此次双方签署的谅解备
忘录，在印尼美加达新城全新业
态建设中，海云数据将通过自身
产品技术优势，就当地生活区、学
校、医院、购物中心、银行等不同
场景提供针对性的公共安全系统
解决方案，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公

共安全大数据综合应急指挥的实
战决策能力提供参考。

同时，海云数据也将通过自
身产业资源、资本优势，引入大
量合作伙伴以及供应商，包括国
内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最先进科技和技术的厂
商，为当地打造产业聚集和产业
生态链。

此外，依托当地政策和环境，
海云数据将结合此前运营大数据
与人工智能创业创新孵化器的成
功经验，与地方政府联手打造以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
能为主要方向的崭新平台。

“此次合作是海云数据进军
海外又一重大成果，对海云数据
扩大其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领
域的国际影响力，推行能力服务
商业模式，起到了重要示范与推
动作用。”海云数据负责人称。

海云数据助力印尼雅加达
打造智慧城市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
钧 记者 王先明）7月10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悉，
2018中国CIO高峰论坛将于7
月26日在渝开幕。届时，数百
名顶级CIO（首席信息官）将齐
聚重庆，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区
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

“IT新物种”与实体经济和产业
互联网融合应用的挑战、风险和
解决之道。

据介绍，2018中国CIO高
峰论坛由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
和工信部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
展研究中心指导，计世传媒集团
和《IT经理世界》杂志主办。以

“数据智能重塑产业互联网”为
主题，广邀各界精英，开启“3天
4夜”沉浸式深度学习与头脑风

暴。
本届CIO高峰论坛邀请了

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及华为、金
山云、腾讯、IBM、英特尔等国
内外企业高管在内的学界和业
界相关领域专家，现场深入探讨
数字经济发展亮点。数名央企
CIO和华为云等知名企业高管，
将就如何借助云计算实现“企业
智能”这一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此外，围绕另一热点“区块
链”，CIO高峰论坛将邀请工信
部、重庆经信委等政府部门相关
负责人、区块链专家、企业代表
和重庆知名企业CIO在会上进
行交流。据透露，蚂蚁金服、京
东等知名企业区块链相关负责
人及人民大学相关领域教授将
作主题演讲。

聚焦数字经济发展亮点

2018中国CIO高峰论坛
7月26日在渝开幕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7
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科
委获悉，为进一步加快重庆市科
技创新平台建设，完善科技创新
体系，市科委日前启动了2018
年度重庆市重点实验室申报。

据介绍，此次将围绕战略性
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和发展需求，
以及全市优势特色领域、重点学
科建设需求，重点支持新一代信
息技术、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
源、生物技术、节能环保、现代农
业、生态环境、社会民生等领域
的重点实验室建设。

“我们鼓励高等学校、科研
院所、企业按照‘开放共享、协同
创新、市场运作’原则，通过自主
新建、合作共建等方式建设重庆
市重点实验室。”市科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据了解，申报重庆市重点实
验室，需具备一定条件，依托单
位为在渝高等学校、科研院所、
企业或其他具有原始创新能力

的独立法人机构，每年为实验室
建设发展提供必要的运行经费
不低于10万元；具有研究基础
和行业特色，在本领域处于领先
地位，掌握核心技术并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具有承担国家或地方
重大科研任务的能力；有较高水
平的学术带头人，实验室固定人
员不少于20人，且副高（含）以
上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人员比
例不低于总人数的50%（建在
企 业 的 重 点 实 验 室 不 低 于
40%）；实验室场地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科研仪器总价值
1000万元以上等。

有意申报的单位，可自7月
20日10时至7月26日17时通
过市科委官网“网上服务”窗口
进入“科技平台管理”进行网上
申报。网上申报之后，再将相关
纸质材料报送至市科委科技项
目管理中心，纸质材料报送截止
时间为7月27日17时。有关详
情还可登录市科委官网查询。

2018年度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申报启动

7月9日，重庆市旅发委与携程集
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旅游目
的地营销、智慧旅游升级等方面开展合
作，助推重庆加快建设国际知名旅游目
的地。

实际上，携程集团与重庆早在
2016年就已携手：2016年12月，携程
西南客服中心（下称：客服中心）在永川
软件园建成投用。至今，作为携程在上
海总部之外设立的首个面向海外的客
服中心，该客服中心已累计提供1300
多个岗位，吸引近千名年轻的外语人才
就业。

据统计，在这个平均年龄22-25
岁的团队中，25岁以下的员工76%来
自永川本地。他们留在家乡，正是看中
了客服中心带来的就业机遇和上升空
间。

25岁永川妹两年当上客服主管

7月9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客服中
心。客服中心主管黄瑞秋是个永川妹，
25岁，却已经算是资深员工。作为独生
女，黄瑞秋是在辞去重庆主城区一家银
行的工作，回永川加入客服中心的。

黄瑞秋认为，自己的选择很明智。
首先，这份工作的技术含量高。客

服中心的第一次面试就让她印象深刻：
“面试全程用英语，除了现场的面试官，
还要进行视频面试。”商务英语专业毕
业的黄瑞秋，如今英语能力已相当全
面。

其次，这里的上升空间也很大。入
职还不到2年，黄瑞秋已经从一名完全
不懂旅游业的职场新人成长为管理能

力过硬的客服主管，带领一支十几人的
队伍。

由于人才需求大，和她一起首批入
职客服中心的同事中，跻身管理层的不
在少数。

海外电话客服要扮演多种角色

而对21岁的黑龙江妹子张玮静来
说，来到重庆，加入客服中心，打开了她
人生中一扇新的机遇之门。

张玮静是从携程集团黑龙江分公
司调到永川的。“这份工作带给我的不
仅是职业技能的积累，更是处理各类突
发情况的应对能力和抗压的心理素
质。”回顾一年多的工作经历，张玮静感
慨，自己已经从一个爱哭的女孩变成了
一位冷静的专业人士。

作为客服领班，张玮静每天要接打
40到50个电话。拨出的电话主要打
给欧美及东南亚的酒店，为客人确认订
单；而接听的电话，大多数来自身在海
外而且十分焦急的客人。

张玮静说，海外电话客服需要扮演
多种角色，比如翻译、导游，有时还要当
咨询师，安抚客人的焦虑和不安。

携程将拓展与重庆的合作

如今，携程西南客服中心已设立呼
叫座席912个，目前有近600名工作人
员，主要承接海外订单业务，客服语言
以英语为主。

据了解，客服中心落户的永川软件
园在BPO（商务流程外包）产业领域运
营经验丰富，先后被评为国家级“呼叫
中心十佳园区”“中国服务外包最具发
展潜力园区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等。

携程西南地区相关负责人透露，下
一步，携程将在促进永川就业及服务业
发展的同时，与重庆开展密切合作，在
远程办公成功合作的基础上，以点带
面，横向多元化、多业务模块间进行合
作，助力重庆旅游资源开发与旅游业进
一步发展。

携程携手重庆建西南客服中心

两年累计提供1300多个岗位
本报记者 申晓佳

在6月举行的重庆车展上，如果要
问参观者对哪个汽车品牌的智能化印
象深刻，那必然是长安无疑。

例如，CS75搭载的APA4.0代客
泊车系统，可通过车内一键操作或手机
远程控制，完成车辆自动驶入、泊出，还
能自动搜索车位。

又如，CS55搭载的IACC技术（集
成式自适应巡航），达到L2自动驾驶等
级，在路况条件较好时无须驾驶员一直
保持手动操作，跑高速长途时无疑让人
省心许多。

此外，还有睿骋CC中控与仪表间
的“飞屏”操作模式，能够联网升级的
in Call 3.0智能车载系统，人、车、生
活智能家居功能功能……当一些车企
还在用“大中控屏”炒作智能化概念时，
长安汽车已经将各种先进技术，搭载到
当前的各个车型上。

目前的长安，已经基本实现全系乘
用车的智能化，成为自主品牌智能化当
之无愧的行业领先者。

2025年实现真正的自动驾驶

长期以来，长安汽车始终坚持每年
将销售收入的5%投入到研发，建成了

“五国九地”的研发体系，拥有194个国
际先进实验室，并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国
品牌车企研发实力第一。

具体到智能化方面，长安定的调是
“以安全为基础、渐进式开发、实现产业
化”。这从长安一直坚持自主完成从
L2到L3自动驾驶等级的提升，也能一
窥端倪。

长安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全
球范围内，尚没有一个成熟且能保证安
全系数的L2到L3的升级方案。“作为

主机厂，我们最终要为车主的生命安全
和驾驶体验负责，此外我们还要具备主
动去优化各种智能化方案的能力，因此
只有自主研发才行得通。”

目前，长安已掌握智能互联、智能
个性化、智能驾驶三大类100余项智能
化技术，结构化道路L3级自动驾驶技
术、APA6.0自动泊车技术正在进行实
车性技术验证。接下来，长安还将在智
能网联汽车领域投入16亿元，并在自
动驾驶方式和技术架构方面掌握数据
融合、规划决策、控制执行等20项关键
技术。

预计到2020年，长安将实现量产
车型规模化应用有条件自动驾驶，并在
未来10年继续投入200亿元进行研发，
到2025年，长安将实现真正的自动驾
驶。

2020年建成三个新能
源车专属平台

6月21日，长安汽车在南京江宁
的新能源汽车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
定位为中大型新能源整车生产基地，设

计年产能24万辆，产品包括高性能跨
界SUV、轿跑等多款纯电动车型。预
计2020年6月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1000亿元。

近期，长安在新能源板块大动作不
断。2017年10月，长安发布“香格里
拉计划”，提出2025年，全面停售传统
意义燃油车、全谱系产品电气化，到
2050年，将推出30多个新能源汽车产
品。随后，长安逸动EV460和第二代
CS75 PHEV发布，受到业界广泛瞩
目。

长安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长安
新能源汽车实现销量达6.1 万辆，与
2016年的2.2万辆同比增长180.9%。
今年5月，长安新能源又取得了7050
辆的销量。

长安汽车新能源汽车事业部常务
副总经理苏岭表示，接下来，长安新能
源将在2020年建成“大、中、小”三个新
能源专属平台，未来长安新能源汽车都
将基于这三个平台来进行打造。

在动力系统方面，长安将打造整车
控制、电池、电驱三大板块。其中控制
系统与智能化、云、大数据相融合，电池

主要是针对上述三大平台，来打造安全
可靠的研发生产体系，电驱则主要进行
高压系统和驱动系统的融合，降低成
本、提升效率。

苏岭介绍，长安最终是要完善新能
源的产业生态。近期长安已经完成和
互联网企业、服务类企业及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的联合，未来这些产业伙伴都会
加入长安建设的新能源三大平台中。

分时租赁汽车投放今
年增加到2000辆

近期，长安旗下共享汽车平台——
长安出行突然一改2016年9月上线以
来的低调风格，全力杀入本地分时租赁
市场。

今年，长安出行会将重庆投放的分
时租赁汽车数量增加到2000辆，并将
网点增加到600个。而目前主城电动
分时租赁汽车投放总量约为8000辆。
这意味着长安出行意图占据现有至少
1/4的市场，并要成为重庆行业的“老
大”。

在长安出行一系列动作的背后，能
够清晰看到长安在绿色与智能化融合
发展方面的转型思路。

首先，分时租赁针对新能源汽车目
前充电难、续航短等痛点，强调了汽车
作为通勤工具的便捷性，改由运营方来
解决充电、续航、价格等问题，这在最大
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电动汽车的使用
顾虑，为长安这样的新能源汽车厂商挖
掘出优质的市场空间。

此外，分时租赁业务也可以为智能
网联等技术，提供很好的平台支撑和研
究环境。未来，长安出行还将增加更多
的智能化功能及服务。

今年5月份，长安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把原来的新能源事业部向社会化转
型，来整合新能源、智能化、互联网、汽
车服务能力，并尝试产业一体化发展。
业内人士指出，长安正意图从传统汽车
企业，向着智能出行科技公司发展。现
在，已经开了个好头。

把销售收入的5%投入到研发，让全系乘用车智能化

长安将变身智能出行科技企业
本报记者 白麟

2018中国重庆国际汽车展，长安新款车受关注。
记者 罗斌 摄 (资料图片）

第七届重庆（国际）文化产业博
览会（以下简称：重庆文博会）9月7
日到9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作为重庆面向全国文化产业交流、成
果展示的重要平台，此次文博会较以
往涉及领域更广、看点更多。近日，
从组委会获悉，本次展会将“集结”来
自全国的工艺美术精品，其中不乏国
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经典作品，多元

的审美、精湛的技术，将让重庆市民
大开眼界。

据了解，此次文博会以“交流、交
易、交融”为主题，立足重庆、辐射全
国、面向全球。文博会现场共设5个
展馆，展出面积约6万平米，其中，N3
馆为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
精品展，大批来自全国的工艺美术精
品将“集结”现场，以精湛的技艺给观

者带来视觉上的震撼。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工艺美

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展由中
国工艺美术学会主办，展馆总面积达
11500平方米，展位500个，将分为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展、中国工艺美
术行业大师作品展、重庆市工艺美术
大师作品展和深圳、四川等部分省市
工美协会组团展。除了重庆的陶瓷、

木雕、夏布、漆器、竹帘、石刻等艺术
品外，市民还将在现场看到来自上
海、四川、云南、甘肃、贵州、河南、广
东等全国各地的工艺美术精品。值
得一提的是，梁佩阳、潘启惠、蔡泽
荣、高水旺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将分
别带来他们的端砚、微雕、漆器、唐三
彩等经典作品。

“此次展出的作品将让市民真正

感受到工匠精神。”组委会相关负责
人透露，此次，蔡泽荣作品《晕金储物
罐》就是采用脱脂干燥后的楠木镂空
成胎后用大漆涂制而成，无论是木胎
的车璇镂空、裱布，还是在晕金、堆纹
上都精益求精，追求极致；潘启惠的
微刻作品则分别是唐诗、宋词、元曲，
各有一万余字；高水旺的唐三彩作品
挖掘出唐三彩非遗核心技艺“蜻蜓翅

膀”绝技，将让市民感受到中国传统
技艺的博大精深。

感受多元审美与工匠精神

全国工艺美术精品“集结”重庆文博会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水旺
的唐三彩作品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蔡泽荣
作品《晕金储物罐》 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俞达洪作品《丝绸古道》

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康
宁作品《旺》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蔡泽荣作品《七色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