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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道路上发生事故，受伤并不严
重的情况，该如何处理？11月19日，人
保财险调委会副主任周星好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在重庆发生的机动车与非机
动车、机动车与行人的小额人伤事故
（人伤金额4000元左右）处理时间仅需
十来分钟，伤者最快当场就能获赔。而
在过去，此类事故伤者获赔大概需要1
个月时间。

小额“人伤”车祸 20分钟内赔付

11月16日上午9点左右，在渝北区
昆仑大道，宋先生驾驶的小轿车与一辆
出租车发生碰撞，出租车上的乘客李女
士手臂被刮伤。

见有人受伤，宋先生赶紧给保险公
司打了电话。不一会，人保财险调委会
调解员赶到了现场。

“李女士，您手臂刮伤，是先到医院
就诊，还是愿意双方现场处理？”调解员
查看李小姐的伤情后询问。

“我伤得不严重，就现场处理吧。”
待双方达成现场处理决定后，调解员拿
出手机点开人保财险公众号平台，协助
当事双方进行事故快处。

上传现场照片、身份证、银行卡、驾
驶证……借助该平台，用时不到15分
钟，便完成了交通事故线上定责。

“系统自动计算赔偿金额为1735
元。”该调解员说，因为系统自动计算，
当事人双方对赔付金额都没有异议，当

场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李女士现场获
得赔偿金后，双方也很快撤离了现场，
该起案件总共用时不到20分钟。

与传统模式相比，通过事故快处系
统“走流程”可大大节约时间，让小额

“人伤”交通事故处理更加方便、快捷。

重庆首个保险行业性人
民调解组织

据了解，人保财险调委会成立于
2012年，是重庆市首个保险行业性人民
调解组织。“总部调解室选聘了9名专
职人民调解员，分部调解室选聘经司法
局备案的专（兼）职人民调解员，比如渝
北区就选聘调解员98名。”周星好说。

“像李女士这类小额人伤事故，现场

快速调解可以将小纠纷控制在矛盾激发
的萌芽状态，避免因小问题引发大矛盾。”
周星好介绍，人保财险调委会针对事故现
场受害人伤情轻微，责任明确无疑义，当
事人双方愿意接受现场调解处理的情况，
将启动小额“人伤”快速调解机制。

周星好说，小额“人伤”现场快速调
解扩大了人民调解员对符合条件的案
件的处理权限和处理职责，使其除完成
一般调解任务外，还能在现场协调事故
双方达成赔偿协议，由双方在快速处理
单上签字确认，锁定赔偿金额，见证赔
偿过程，现场解决小额“人伤”案件。

据统计，自2015年小额“人伤”现
场快速调解工作开展以来，每月现场调
解案量均在1000件以上，涉及赔偿金
额300万以上；近三年累计现场快速调
解案件3.6万件，调解成功率在97%以
上，赔偿金额1.08亿元。

小额“人伤”事故快速调解
近三年累计现场快速调解案件3.6万件

本报记者 黄乔

前不久，胡润研究院发
布《2018第三季度胡润大中
华区独角兽指数》。榜单结合
资本市场独角兽定义，筛选出
有外部融资且估值超十亿美

元的优秀企业，重庆中科云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从科
技）在榜，且是人工智能领域增速最快的“独角兽”企业，增长幅度
达到100%，估值超过200亿元。

对取得这一成绩，云从科技联合创始人姚志强表示，云从
科技拥有完善的研发体系和强大的研发团队，创始人周曦师从

“计算机视觉之父”Thomas S. Huang（黄煦涛），曾带领团队
在计算机视觉识别、图像识别、音频检测等国际挑战赛中7次
夺冠。

云从科技拥有广州、上海、重庆、成都、苏州5个研发中
心，美国UIUC和硅谷两个前沿实验室，以及中科院、上海交
大两个联合实验室组成三级研发架构，目前，云从科技在人
工智能特别是智能感知以及大数据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

在姚志强看来，知识产权是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和增强企业
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方式，云从科技在短短3年时间内，已经先
后在图像识别、人脸识别方面布局专利70件，其中发明专利占
比超过65%。

目前，云从科技是我国银行业人脸识别第一大供应商，包
括农行、建行、中行、招行等全国400多家银行已采用该公司产
品，为全国银行提供对比服务日均2.1亿次；在安防领域，云从
科技的产品已在29个省上线实战。

云从科技于2015年5月注册成立，总部设在重庆两江新
区，是一家专注于计算机视觉与人工智能的高科技企业。
2018年1月，国家发改委确定云从科技和公安部下属某部门
共同承担国家人工智能重大工程“高准确度人脸识别系统产
业化及应用项目”建设任务。10月12日，云从科技在北京发
布国家人工智能基础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深耕人工智能品牌

云从科技成为
跑得最快的“独角兽”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

“枫桥经验”重庆在行动⑧

重庆地区新媒体工作者的发布习惯是什
么？本地用户活跃阅读时间是什么时候？近
日，在重庆高新区第三届科技产品发布会暨
重庆新媒体发展指数新闻发布会上，重庆新
媒体产业园联合清博（重庆）大数据科技有限
公司首次发布了重庆新媒体指数排名，反映
出重庆地区新媒体的总体发展情况。此外，
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主题的高新技术产品
也在发布会上亮相。

重庆新媒体指数排名首次发布

重庆新媒体指数排名包含重庆新媒体
内容创业指数和重庆新媒体商业价值评估
体系两部分。清博大数据通过采集和提供
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数据，对阅读量、点赞、留
言、回复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排名，形成科
学、合理的数据模型。其中，新媒体内容创
业指数，是通过建立一套科学准确评价重庆
新媒体商业价值的评估体系，真实准确反映
重庆新媒体企业成长情况；重庆新媒体商业
价值评估体系则是通过采集数据建立一套
反映重庆地区新媒体内容创业活跃度和内
容质量的指数模型。该指数模型采用样本
数据库形式，包括全国各行业、各地区具有

代表性的新媒体作为监测对象。采集数据
维度包括发布量、原创度等，并通过一定权
重计算。

从重庆地区新媒体总体发展情况指数分
析图上可以看到，清博大数据通过重庆新媒
体近7天的发文比例，将重庆新媒体发文内
容细分为包括政务、生活、时事、金融、教育、
文化、民生、美食、房产等在内的23个行业。
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指数，近七天内重庆新
媒体发布内容最多的是政务类，占19%的比
例。其次是生活类，占11%，紧接着是占8%
的时事类和占7%的民生类。

值得一提的是，清博大数据根据重庆地
区3万个微信公众号样本发布次数分析，得
出近7日重庆24小时发布次数的统计图。
重庆地区新媒体工作者发布内容高峰时间是
17：00，这一数据也侧面反映出重庆本地用
户的阅读活跃时间同样是在17：00。

重庆新媒体产业园相关负责人表示，重
庆新媒体发展指数已在重庆新媒体线上产业
园上线，每日实时更新。

智能数据工厂让数据实现精加工

发布会上，重庆传晟酷德大数据科技有

限公司带来了最新产品智能数据工厂系统。
据传晟大数据首席科学家王维远介绍，该系
统是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为提升治理能力，
实现数据“增值”应运而生的产物，是集数据
采集、数据清洗、数据标注、数据整合、数据分
析、数据脱敏、数据可视化和产品制作于一体
的大数据精加工工厂。

公交出行是城市上班族的主要选择，但
是“等车难、出行难”却是一大痛点。

如何解决这个痛点，王维远重点推介了
重庆市智能公交监控调度系统。

“在智博会期间，重庆市智能公交监控调
度系统获得了最佳数据技术奖。”王维远说，这
个智能公交监控调度系统结合卫星定位、GIS
地理信息系统、移动数据通信、传感器等技术，
将车辆的状态信息（包括位置、速度、乘客人
数、车辆状况、视音频等）和路况信息等实时传
送回调度中心，为公交公司和公交管理部门提
供公交线路规划、资源分配、经济分析等决策
支持。

智慧城管平台助力城市管理转型升级

“中国有约 300 个城市，2856 个县，
41658个乡镇，662238个村，城市数量在不

断增多、规模在不断增大，需要更加科学的手
段对城市进行规划和管理。”重庆梅安森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刘航说，城市管理一
直是不少大城市的心头病，梅安森正是瞄准
了城市管理当中的痛点难点，携“智慧城管平
台”精彩亮相。

刘航介绍说，梅安森智慧城管平台依托
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以重庆“1322”架构
作为顶层设计的内核，采用“顶层设计、分布
实施”的理念，打造涵盖城管执法、智慧市
政、智慧环卫、智慧照明、智慧园林、智慧排
水、智慧管线等多个专业应用。如道路上的
井盖，通过数据采集进入数据库编号，后台
可看通过视频监控到城市所有井盖情况，当
某个井盖位移超过30厘米，后台就会报警，
管理人员第一时间发现情况并前往处理，这
样一来大量提高城市管理工作效率及道路
安全。

此前，该平台还成功监测到我市某菜市
场内甲烷浓度超限异常并报警，燃气公司工
作人员据此及时处理隐患，避免了可能发生
的安全事故。目前，该平台在我市多个区县
投用。

人工智能产品为商业赋能

2018年 3月，创新奇智人工智能商业
公司成立，这个成立才8个月的公司，在人
工智能产品的应用上有着不俗的表现。发
布会上，创新奇智产品经理蒋德才带来了
该公司人工智能产品在智慧零售、智能制
造、智慧金融、智慧城市、智慧能源领域的
应用。

在智慧零售方面，创新奇智研发的无
人售货柜打破了传统无人售货柜贴标签、
安装弹簧货道的方式，通过机器视觉实现
自助购物。蒋德才介绍说，消费者只需扫
码就可以打开柜门，挑选好想要的商品，关
上柜门后，手机上就会收到付款信息，最后
确认支付就完成了一次自助购物，非常简
单方便。

蒋德才说，无人售货柜的视觉识别技
术识别精准度、扣费准确度高达99%。该
货柜通过利用AI算法支持运营，用AI进
行销量的精准预测，赋能智能订货、智能
选品、智能定价、智能选址、智能广告投放
等。

靳文妮

重庆高新区第三届科技产品发布 一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产品亮相

返乡创业种植高山蔬菜的雷阳胜
去年亏了40多万元，今年却获得了60
万元的纯利润。12月3日，看到市农科
院蔬菜花卉所专家罗云米又来到自己
的蔬菜基地，雷阳胜赶紧迎上去说：“今
年蔬菜大丰收，全靠您的指导！看来这
种地，还真离不开科技。”

雷阳胜是城口县高楠镇方斗村人，
之前一直在外地打工。2015年，他返乡
种植高山蔬菜，但因缺乏技术，效益一
直不好，去年更是遇到了育苗期间种子
迟迟不出芽的难题。辗转得知市农科
院蔬菜花卉所的专家长期在城口指导
蔬菜种植后，雷阳胜找到了罗云米，向
他讨教解决方法。

经过现场查看并仔细询问了整个
育苗过程后，罗云米得出结论：因在气
温回升时未及时掀去地膜，导致种苗全
被烧死。病因虽已找出，可为时已晚，
去年雷阳胜的菜地颗粒无收，一下子赔
了40多万元。

从那以后，雷阳胜与罗云米建立起
了联系，常向他讨教包菜种植的经验和
技巧，并在罗云米的建议下，将包菜品
种更换成了市农科院蔬菜花卉所近年
来研发出的单产更高的“秋实1号”，这
才有了今年的大丰收。

今年10月，雷阳胜的蔬菜种植基地
里，一株株仍挂着露水的包菜长势喜
人，每颗至少有四五斤重。“当时每天有
2万多斤包菜送往重庆！”雷阳胜说，按
照今年的行情，他种植的500亩包菜差
不多有60万元的纯利润。

“你这个菜明年可以再提前20天
种，到时候在8月底错峰上市，行情应该
会更好。”罗云米在田间一边观察，一边
向雷阳胜交代近期蔬菜管理事项，雷阳
胜在一旁一边点头一边认真记下。

“种地，三分种七分管。尤其是蔬
菜，最紧要的就是病虫害防治，可这里
面情况极其复杂，对于菜农们来说比
较困难。”罗云米说，近几年高山蔬菜
成为我市高山地区脱贫致富的支柱产
业之一，为促进这一产业发展，市农科
院蔬菜花卉所40余位科技人员在做
好自身科研工作的同时，常年深入全
市各村开展科技服务工作，通过专家
带大户、大户带农户的传帮带形式，开
展科技扶贫，为菜农们解决蔬菜种植
中的各类“疑难杂症”，助力脱贫攻
坚。比如，雷阳胜就带动了村里近70

名村民种植包菜，其中大部分是贫困
户。此外，基地还吸纳了30多名贫困
户务工，每年每人可增加收入5000多
元。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了解到，除蔬
菜产业外，近3年来，该委从重庆大学、
中国农科院、市农科院等涉农高校、科
研单位、农技推广机构、农业科技创新
企业请到416名专家，分别组建了柑
橘、榨菜、草食牲畜、生态渔业、中药材、
茶叶、调味品和荞麦8个产业技术体系
创新团队，对贫困地区产业发展进行专
业指导，包括产业选择、产业规划、技术
指导、品种更换等一系列专业帮扶。

据统计，自我市开展科技精准扶贫
以来，这几个产业体系创新团队利用科
技支撑共为我市带来新增经济效益
23.6亿元。

科技支撑让蔬菜种植户扭亏为盈
本报记者 栗园园

12 月 4 日，大足区棠香
街道和平村境内的龙塘沟河
道 生 态 整 治 现 场 。 今 年 4
月，棠香街道启动农村环境
整治，对位于和平村、惜字阁
村境内长 2 公里的龙塘沟河
道进行护堤、人行步道、水生
植物等生态整治，并在河道
两旁加建观光长廊、吊桥等
景观设施。目前，整个工程
进入收尾阶段，预计本月 25
日前竣工。

通讯员 黄舒 摄

河道整治
打造乡村美景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12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万州区获悉，生产运营18年的重庆三阳化工有限公司将于本
月底全部拆除完毕。据悉，为坚守长江沿岸1公里红线，近年
来，万州区解除7个无效低效项目协议，关停4户化工企业，
化工企业产值占全区规模工业产值比重5年下降19.2个百分
点。

万州地处三峡库区腹心，保护好“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的
责任尤其重大。近年来，万州区以严控化工污染作为加强库区
生态环保的突破口，坚守沿岸1公里红线，推动化工企业转型
升级、绿色发展。

近年来，万州区未新增1户化工企业，对在长江岸线1公
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实施关停。全区先后解除无效低效项
目投资协议7个，促成三阳化工、沪江人造板等4户企业停产
转型，有效防控了生态环保风险。

与此同时，万州区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去除无效低
效产能，深入推动平板玻璃、印染、造纸、小建材、小化工等
环境影响较大的落后产能退出。

截至去年，全区已实施获得中央和市财政专项资金支
持淘汰落后产能项目和关闭小企业项目12个。今年以来，
又关闭了10家烧结砖瓦窑企业。同时实现煤炭行业整体
关闭退出，并淘汰3家水泥企业共34万吨机立窑生产线产
能。

“园区内做加法，园区外做减法。”万州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万州区着力优化产业布局，构建生态工业体系，积极支
持园外企业向经开区聚集，先后引导飞亚实业、东方药业等
企业退城入园，正加快推进中船重工在万企业、江东机械搬
迁入园，打造智能装备产业园。“经开区主载体作用凸显，产
业集聚发展水平提升，为全区生态环保腾出了空间、缓解了
压力。”

据统计，今年1—8月，万州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
长14.1%，有效提升了产业层次，优化了经济结构。

万州坚守长江沿岸1公里红线

解除7个无效低效项目协议
关停4家化工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