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金融
科技、商贸流通、交流培训等领域都
已出现“智能化”的身影。渝中区作
为重庆的商贸、金融大区，也意识到
智能化、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正在向第
三产业渗透。

渝中区大石化管委会主任金犁表

示，渝中区拥有很好的金融、商贸基础，
大数据智能化则赋予它们“升级”的契机。
为此，渝中区以大石化片区为“主力”，通过
集聚式、要点式、突破式等方式引入大数据
智能化产业，打造“链岛”项目。

“链岛”位于大石化新区，以虎头岩转
盘为终点，包括恒大广场、企业天地等载

体，规划总商务面积66.6万平方米，商业面
积17万平方米，2018年底可用商务载体将
达13万平方米。

“‘链岛’不是一个区域，而是一个项
目的集成。”金犁称，“链岛”将重点打造
重庆市区块链产业总部基地、华记黄埔
大数据产业园、5G概念产业园、清华启

迪协信数字产业园、重庆工业互联网服
务基地、数字IP产业园为核心的六大智
能园区。比如5G概念产业园，计划总
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以互联网产业、人
工智能和集成电路等产业为主，投入资
金30亿元，年产值达30亿元。

他还表示，预计到2020年，在“链岛”
项目带动下，大石化片区将引进和培育智
能技术细分领域龙头企业3家以上，有核
心技术或成长型的智能技术企业150家
以上，培育引进中高级人才500名以上，
实现智能技术产业产值达到1000亿元。

布局5G、区块链 “链岛”集聚大数据智能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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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毅）
近日，在万盛全域旅游服务
中心，一位勤劳的“员工”穿
梭在游客群中，迎宾接待、景
区讲解、美食推荐、自助购
票、问卷调查……甜美的声
音、幽默的互动时常引起游
客哄堂大笑。她就是万盛新
引进的全域旅游智能机器
人，“上岗”月余，正在进行本
地化深度学习，8月 23日将
亮相2018智博会。

重庆日报记者现场看见，
智能机器人游走在人群中，会
主动向游客“搭讪”，进行专属
服务和问候。游客通过与机
器人语音交流，可获取万盛全
域旅游详细信息，如景区图片
及视频、全景电子地图、H5全
景导览等。

除了信息服务，该机器
人还能自助售票；整合景区
周边旅游资源，对游客进行
二次消费地引导和推荐；通
过丰富的多媒体手段、海量

的旅游资讯，向游客更立体
展示景区和旅游产品；配合
景区管理方，对游客开展问
卷调查，完成后汇总问卷结
果，形成运营报告，供景区查
阅参考等。

目前，万盛以黑山谷旅
游度假区为核心，建成了集
市政照明、公交站台、旅游地
图、多媒体信息发布、自助报
警装置、WiFi接入等功能为
一体的智慧城市管理系统；
建成了智慧旅游数据中心，
形成了以基础信息数据库、
旅游咨询与指挥中心、应用
支撑体系等为核心的公共服
务和旅游信息资源交换共享
平台。

今年内，万盛还将建成覆
盖全区域，集景区、酒店、乡村
旅游等为一体的智慧旅游项
目，通过大数据存储、网络化
运行、实时数据更新、检索分
析等，形成全面高效的智慧旅
游网络体系。

旅游机器人带你畅游万盛

本 报 讯 （记 者 杨
艺 通讯员 姚小娟）重庆
日报记者8月7日从巴南区
经信委获悉，在即将举行的
智博会上，巴南区将携24家
企业、40余个项目参展，涵盖
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制造及
智能设备、“互联网+医疗”等
多个领域的最新智能化成
果。

此次参展的24家企业，
有不少亮点：宗申产业集团
重 磅 推 出 C115、C20- F、
C08-H航空发动机及航空
螺旋桨；重庆惠科金渝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推出其新产品
——TG55 OLED 透 明 电
视；重庆思睿创瓷电科技有

限公司推出5G陶瓷滤波器
等。此外，重庆吉力芸峰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百亚
卫生用品有限公司等由传统
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变的代表
企业也将亮相。

值得一提的是，展会
上，重庆凯耀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带来的新生儿蓝光治
疗仪，艾伯尔三氐生物科技
(重庆)有限公司提供的 3D
生物打印机，飞渡医疗器械
公司提供的人工智能骨骼
等多个新项目，均为首次亮
相重要展会，代表着巴南区
乃至全市生物医药及医疗
器械产业发展的最新技术成
果。

巴南区24家企业
组团参加智博会
展示大数据、物联网、智能

制造等领域最新技术成果

本报讯 （记者 韩毅）8月9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旅发委获悉，重庆首个
全域智慧旅游系统——“一部手机游武
隆”将于8月23日亮相2018智博会，今
后游客凭一部手机、一张身份证即可畅
游武隆全境。

“一部手机游武隆”全域智慧旅游
系统由武隆与腾讯公司合作推出，以
武隆旅游景区为交互服务场景，围绕

吃、住、行、游、购、娱旅游产业要素，将
分布式信息系统中的核心数据资源进
行优化整合，通过线路推荐、智能定
制、旅行社定制和达人定制功能，为游
客在旅游信息获取、行程规划、产品预
订支付、回顾和评价等方面进行全程
智能化服务。

这就意味着，今后游客只需要一部
手机就可获取武隆的景区、度假区、乡村

旅游点在票务、入园、停车、住宿等方面
数据，并同步享受行程规划、产品预订、
游记分享、特色产品购买等服务。

此外，该系统还可通过数据统计、分
析、预测，挖掘旅游热点、游客兴趣点，策
划相应旅游产品，制定相应旅游主题，进
行精准营销；提供全域旅游综合状况大
数据，为进一步构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提供支撑。

近来，武隆区借力“互联网+旅游”，
大力推动了大数据智能化在旅游领域深
度应用。“芙蓉洞VR虚拟旅游”项目也
将亮相本届智博会，该项目将高质量还
原芙蓉洞景区风景，包括听觉、触觉、视
觉上的体验，使游客在虚拟空间自由漫
步观光。

据悉，武隆还开发了智慧旅游
APP、智慧旅游云名片，建设完善了旅
游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和旅游微
博与自媒体发布平台，实现了全区涉旅
场所免费WiFi、通信信号、视频监控全
覆盖，实现了在线预订、网上支付和智
能导游、电子讲解、实时信息推送等智
能化服务。

武隆推出全域智慧旅游系统

万盛旅游智能机器人“上岗”月余，成游客眼中的明星。
（万盛经开区旅发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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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林业局 重庆日报栏目主办
咨询热线 63916886

一年前，他满怀回归乡村的热情，
从一名林业科技研究人员变身为“第一
书记”，来到清明村这个深度贫困村，志
在将应用科技研究成果铺在扶贫道路
上，当好精准脱贫的急先锋。一年来，
他视驻村为家乡，视群众为亲人，不断
争取，从市林业局落实生态护林员、森
林人家等扶持项目15个，已落实资金
1400余万元，让清明村这个过去偏远的
山村，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提起市林业局驻村“第一书记”方
文，当地群众纷纷竖起大拇指——“双
博士，好样的！”

从农村，到农村

方文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大
学本科学的是果树学，工作也没离开林
业。自2007年西南大学园林植物与观
赏园艺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以来，他就
在重庆市林业科学研究院从事经济林
应用研究工作，是个名副其实的“林业
人”和“科技人”。

一直以来，他热爱农村，渴望改变
农村的那份初心始终没变。他一直期
待着能有一个机会——通过“生态产
业”让农民增收致富，让农村彻底改变
面貌。

直到2017年8月，机会终于来了！

市里要选派“第一书记”支援深度贫困
村建设，助力脱贫攻坚。方文毫不犹豫
第一个报了名。

“我来自农村，熟悉农村，搞的是林
业科技工作，‘第一书记’我想去试试，
想真正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方文
抱着这样的想法。“没事，家里放心，去
吧。”家人坚决支持。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家人背后的
鼓励与支持，坚定了他的决心；作为单
位的“骨干”，专业能力强，业务水平高，
获得了组织的信任。同年9月4日，方
文被市林业局选派到酉阳县车田乡清
明村担任村“第一书记”。

高学历，低姿态

2002年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果树
学专业，获农学学士；2007年毕业于西
南大学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专业，获农
学硕士，现在更是西南大学生态学在职
博士。多年的农学、林业学识生涯和研
究经历，是方文当好“第一书记”的底气。

2017年9月4日，方文兴高采烈踏
上清明村土地的第一时间迎接他的却
是“一盆凉水”；本想着大干一场的他却
因为高学历受到了“歧视”。因为地方
口音“方”和“双”的差异，从方博士变成
了“双博士”，博士学历在当时看来，更
像是一场来自乡里村头的调侃。

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方文的足迹
遍及全村的每一个角落，他通过入户走
访、座谈交流、田间地头唠家常等方式，
拉近与村民的距离，很快融入了村子；
他马不停蹄地争取项目，跑资金、开现
场会，与百姓打成一片……

方文以自己的真诚、热情、务实、肯

干的作风，点燃了村干部的工作热情，
赢得了村支两委的信任和村民的敬
重。今年63岁的村民付宗宝更是逢人
就夸：“这种领导不好找，从不摆谱，为
大伙办实事，要得！”

找出路，划蓝图

一年多来，方文与村干部一起不停
地探问题、查原因、定目标、寻思路、找
资源。

清明村是车田乡最东边的一个村，
这里的村民过去大多以传统农作物种
植为主，经济收入少，农村产业基本没
有发展。近几年，在家的大多是妇女、
儿童、老弱群体。

“大包大干地搞产业不现实，只能
选择更具经济效益、科技含量高的项
目。”在这样的思路下，方文结合自身专
业背景，通过与市林业局、市林科院的
领导和专家多次深入探讨，最终选定了
绿色生态的羊肚菌和叶用枸杞在清明
村先行试种示范，羊肚菌由苗营寨农民

专业合作社负责试种，叶用枸杞通过引
入企业进行示范。

让科技成果成为扶贫路上的点金
石，带来的效果也十分明显。其中，叶
用枸杞截至目前已在清明村建立示范
基地100亩，并于今年3月中旬栽种，现
已采收10多茬。目前亩产已达到300
斤鲜菜产品，涉及农户34户，其中贫困
户12户，已为当地创造了上千个务工机
会，为村民就近务工贡献了20余万元，
初步实现了当地农民土地出让保底租
金收入和务工酬金收入，正在积极推进
农民入股红利收入。

“下一步，我们还会成立专业合作
社发展叶用枸杞等特色产业，同时采取

‘订单+’的方式保证农民收入，让企业
从示范带动变为技术支撑和市场开拓，
将产业发展基地的主体从企业变为合
作社，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清明村整体
脱贫致富，助推脱贫攻坚。”看着土地里
绿意盎然的枸杞，方文充满了期望。

赵童 龙博 王琳琳 图片由市林业局提供

方文（右三）向村民传授苗木生长和病虫害防治知识

酉阳车田乡来了“双博士”
将科技成果铺在扶贫道路上

8月9日，渝中区召开了大数据智能化
新闻发布会。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了解
到，截至去年底，渝中区已集聚大数据智
能化相关企业近 3000 家，产值达 200 亿
元，其中规模以上企业达115家。

据了解，渝中区正大力推进大数据智
能化创新驱动发展，力争到2020年，
智能产业规模达到300亿元，到2022
年突破400亿元。

渝中区区长商奎表示，下一
步，渝中区将从四个方面推动大
数据智能化产业发展。一是大
力发展大数据应用、区块链、数
字内容、软件服务、工业互联网、
集成电路设计等六大数字产业，

培育大数据智能化的核心业态、关联业态
和衍生业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是重点聚焦四大区域。将优化资源配
置，推动创新要素向重点区域有序集聚，其中
以大石化新区、电子商务和创意产业园区、历
史文化街区、解放碑中央商务区等区域为重
点。

三是推动三大应用发展。将聚焦商用、
政用、民用3大板块、24个领域，启动42项
应用，让大数据智能化实实在在“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四是强化保障。将加大政策扶持，比如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等，同时完善基础设
施，积极打造科技创新研发平台，并积极引
进、培养人才。

同样在8月7日，渝中区组建了渝中
大数据智能化专家智库，其成员包括蔡
维德、李欲晓、龙昭华等13人。

蔡维德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
导，国家千人计划人才，长江学者；李欲晓
是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网络

空间安全协会秘书长、北京邮电大学教
授；龙昭华则是重庆邮电大学教授，曾主
持国家科技（标准）专项“无线局域网可视

电话技术与标准化研究”等项目，2005年
获重庆市科技进步成果奖……杨峰称，组
建这一智库，一是为渝中区布局大数据智
能化产业提供人才、智力支撑；二是协助
渝中区政府、企业等层面，为其谋划更合
理、有用的大数据智能化项目。他还透露，
随着渝中区产业发展的需要，后期大数据
智能化专家智库人数会不断补充。

以人才促发展 组建大数据智能化专家智库

渝中区区长商奎在大数据智能化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渝中区将运用智能交通、智
慧社区等，解决好民生的“痛点”“堵点”。

事实上，渝中区已在很多民生领域

进行了智能化布局，像交通、旅游等，均
有智能化大数据应用上线使用。

比如，红绿灯自动调控系统。渝中
区方面介绍，很多市民遇到过“红灯99

秒，绿色不足20秒”的情况，而渝中区则
在菜园路、大坪正街等区域上线了红绿
灯调控系统。这一系统可以根据通行情
况，调整红绿等时间，缓解交通情况，甚至

可以一次性远程控制沿线多个外围路口
的信号，在该路段出现事故时，避免车辆
继续进入形成拥堵。

再如智慧旅游。渝中区推出了VR
与旅游相结合的产品，通过该产品，观众
能够直接感受渝中区的各处旅游景点。

杨峰表示，下一步，渝中区则将在智
能审批、智能申报等应用上有所突破，更
加方便市民平时办事。

解决民生“痛点” 智慧交通、智慧旅游“上线”

造“链岛”建智库 做应用

渝中区多举措布局大数据智能化渝中区多举措布局大数据智能化
本报记者 杨骏 实习生 刘欣 陈俊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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