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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沿边靠海，缺乏自贸区等对外
开放平台，广大西部中小城市如何扩
大内陆开放、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永川区的代表向我们详细介绍
了中国西部的智能制造业及其光明的
前景，我们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并
面对中国西部广阔的市场。”在重庆市
永川区中德（重庆）智能产业园，谈到
为何会落户这座西部城市时，德国埃
斯维机床有限公司董事马库斯·施尔
莫茨这样说。

埃斯维机床有限公司是德国数控
机床行业的佼佼者，今年6月正式在
永川区建厂投产，这是该公司第三家
海外工厂、第二家中国工厂。

从2016年第一家德国数控机床
企业入驻，永川区中德（重庆）智能产

业园目前已有4家德国和30多家国内
数控机床整机及零部件企业建成投
产，2018年高端数控机床产量占到重
庆市总产量的1/3。

区位不占优势，开放通道和平台
等要素资源不足，这是不少西部城市
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中面临的共性
问题。

在永川区委书记滕宏伟看来，挖
掘自身禀赋、构建良好环境，西部城市
也能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他介
绍说，永川区依托成渝经济带的独特
区位、中欧班列的便捷交通、13万职业
技能人才，瞄准高端数控机床产业，以
建设中德（重庆）智能产业园为载体，
构建开放合作平台。

中国西部制造业的发展对高端数

控机床需求较大。谈到企业发展前
景，施尔莫茨充满信心：“中国西部许
多汽车企业是我们的客户，几年前我
们决定扩大在中国的投资。2010年，
我们在中国的订单总额为460万欧
元，2018年，这个数字是2010年的16
倍。回顾过去，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
决定。”

如何将市场优势转换为自身优
势？永川区发改委负责人介绍，吸引
智能制造企业入驻需要人才保障。永
川区是重庆市职业教育基地，有16所
职业院校，在校学生13万人。为此，
永川区专门制定了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政策，西门子集团、德国工商大会、
莱茵学院等德国企业和机构将与永川
本地院校合作建设实训基地、培训学

院，采取德国双元制教学培养一线技
工。

同时，永川区近年来打造廉洁高
效的营商环境，加大黑臭水体治理和
城市景观改造，构建宜居宜业的良好
生态，成为外资企业入驻的加分项。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很好的基础
设施、规划、人才等条件，这是一座成
长型城市。”施尔莫茨说。

目前永川区正与8家德国企业进
行招商谈判。永川区发改委负责人表
示，永川区将继续完善智能制造人才
队伍、创新生态、服务体系等保障措
施，吸引更多高端制造企业落户，通过
中外产业对接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
路”。

（新华社重庆7月22日电）

区位不占优势，开放通道和平台等要素资源不足的永川——

何以吸引德国数控机床企业连续入驻
新华社记者 周凯 最近，重庆一高校仅凭借学校股权，就从重

庆三峡银行拿到了8000万元贷款。
得益于此，该高校解决了校园建设所需的

资金难题。
该高校是一所民办全日制普通高校。近年

来，其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被资金不足的难题
所困扰。

据该高校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校为进一步
升级校园整体景观，给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和
成长环境，决定对教学办公楼宇进行翻新，同时
在校园内修建一条景观步道。但是，资金来源
成了压在该校面前的一块大石头，使得上述计
划迟迟无法实施。

今年5月下旬，该高校相关负责人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向重庆三峡银行提出了贷款需
求。没想到，重庆三峡银行接到贷款申请后，第
一时间就安排了人上门调查。

“我们发现，此前，该校为建设新校区，已将
固定资产用于办理抵押贷款，再也拿不出固定
资产来抵押。”重庆三峡银行相关负责人说，鉴
于这种情况，该行通过创新金融产品，以学校股
权作为质押，于6月12日发放了8000万元贷
款，解决了该高校的燃眉之急。

同样获得重庆三峡银行支持的民营企业，
还有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下
称三五三三公司）。

早在2013年，重庆三峡银行就向三五三三
公司提供了2000万元信用贷款，解决了该厂当
时发展所需的资金问题。2019年，因企业搬迁
到江津区德感工业园区建设新厂区，三五三三
公司需要投入大量建设资金。

今年2月中旬，全市金融机构积极落实市委、市政府要求部署，对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了全覆盖走访活动。重庆三峡银行在走访中了解
到三五三三公司的困难后，立即组织研究。在反复与该公司沟通后，决定
为其新增授信。4月，三五三三公司从该行拿到了1.1亿元贷款，用于新厂
房建设及引进新的生产线，为进一步扩大产能奠定了基础。

上述民办高校和三五三三公司能够获得重庆三峡银行融资支持，并非
偶然。

近两年来，重庆三峡银行聚焦“高质量、供给侧、智能化”三个关键词，
优先支持智能制造、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现代服务和
民办教育等重点行业，创新推出了新能源汽车贷、订单贷、股权质押融资等
一系列信贷产品，为民营企业、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助力。

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末，该行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近240亿元，较年初
增长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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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脸进小区、手机下载App、花园
内喷头自动浇灌花草，井盖偏移后自
动报警……这不是科技大片里的梦幻
场景，而是合川一个新建小区的居民
生活日常。

7月23日，2019年重庆市“智慧
小区”建设工作现场观摩会在合川区
鎏金香榭小区举行，这是我市“智慧小
区”建设工作现场观摩会首次走出主
城区、走进区县。

鎏金香榭小区建筑总面积29余
万平方米，业主2033户，是我市二星
级“智慧小区”。这个“智慧小区”运用
了哪些“黑科技”？给居民带来怎样的
智慧生活？重庆日报记者前往打探了
一番。

安保措施到位

智慧门禁系统、智慧报
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消除
居家安全的后顾之忧

“智慧小区”建设有许多评价标
准，安全保护措施到位与否就是重要
评价内容之一。

记者在观摩会上看到，居民进
入这个小区，“刷刷脸”就能开门；访
客来了，业主临时发送二维码客人
就能进入小区……据了解，这个小
区的开门方式有人脸识别、二维码、
密码、刷卡等。该小区“智慧门禁系
统”还与消防系统联动，当发生紧急
情况时，小区和单元门的门禁门锁
都能自动打开。各种“上天入地”的
防护措施，让居民消除了居家安全
的后顾之忧。

除了“智慧门禁系统”外，该小区
还装有“智慧呼叫系统”、“智慧报警系
统”等，车库积水监测、一氧化碳监控
等先进手段的运用，能在突发状况时
及时发出报警信号，让参观者赞叹不
已。

比如，住户在家里突然生病，通过
“智慧呼叫系统”一键呼救后，呼救信
息会通过短信方式分别发送至家人及
物业，家人及物业会第一时间采取措
施。

再比如，小区视频监控系统设
置360度旋转高清球机摄像头。这
种系统具有人脸识别与黑白名单分
析功能，不仅可以通过人脸抓拍，对
惯犯、部分社会人员进行黑名单报
警，还可以对小区重点看护人员进
行识别报警，一旦小区内的失智老
人经过小区大门或其他危险区域
时，系统会立即通知物业进行紧急
干预。

设备高效管理

智慧灌溉、智慧井盖、智
能垃圾桶让居民感受智能化
生活的高效便捷温馨

据介绍，我市打造“智慧小区”的
目的，是让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
智能化生活的高效、便捷、温馨。

为给居民创造高品质生活环境，
鎏金香榭小区除了安装诸多视频监控
系统外，还利用物联网感知数据采集
终端技术，通过各种传感器及仪器仪
表感知建筑设备、公共设备的实时状
态，实现各种设备的高效管理与控制。

和许多“智慧小区”一样，智慧灌
溉系统也是这个小区营造智慧生活的
一大亮点。

记者在观摩会现场看到，该小区
启动智慧灌溉系统自动启停功能后，
草坪和绿化地带多个喷水器自动喷出
水雾，一朵朵伞状形的水花绽放在小
区里，非常壮观。

“智慧灌溉系统由电脑控制，可自

动检测土壤湿度，当土壤低于设定限
值时，便自动开启喷淋，给植物灌溉。
它还可以依托专业植物库，对不同种
类植物，根据不同季节进行自动灌
溉。”一位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智慧灌溉系统只是这个小区运用
先进科技实现设备高效管理的缩影。
比如这个小区安装了“智慧井盖”设
施，只要井盖发生倾斜、破损或污水溢
出，就会自动报警，提示物业维护；还
有智能垃圾桶，一旦垃圾桶装满了也
会发出信号，提示提醒环卫保洁人员
前往处理……

保障身心健康

智慧健康服务系统、环
境监测系统、智慧小区公共
服务平台便民利民

事实上，这个“智慧小区”不光“耳
聪目明”，在保障居民身心健康方面也
有独到之处。

在观摩会现场，不少来宾对小区
健康服务系统表示了浓厚兴趣。这种

“智慧健康服务系统”可以帮助业主测
身高、体重、血压、血糖等常规检查，随
时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为居民健康“把关”的不仅是健康
服务系统。在小区的公共空间，还设
置有环境监测系统，信息发布屏上实
时显示着空气质量、风速、噪声等多种
参数，当异常情况出现时，业主们将收
到“减少户外运动”的通知。

据了解，为给居民创造高品质生
活，这个小区一共采取了20多种智能
化技术。“智慧小区公共服务平台”就是
深受这个小区业主欢迎的App之一。

“智慧小区公共服务平台”集物
业、政务、教育、医疗健康、社区活动、
门禁、访客、监控、停车及特殊订制于
一体，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公共服务
平台，凡住户的衣食住行，购物、旅游，
只要动动手指就会搞定。

“我们小区自今年初创建‘智慧小
区’以来，大家真真切切感受到智慧生
活带来的便利。业主放心去上班、开
心去休闲。‘智慧小区’真的便民利
民！”小区居民李小姐说。

智慧小区刷脸进出、井盖破损自动报警、植物缺水自动喷灌……

“黑科技”带来智慧生活
本报记者 廖雪梅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
习生 孙天然）路灯坏了、井盖破
碎……社区内的大小事，都可以通过
一个手机终端得到及时处置。7月2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了解到，
该区水土高新生态城启用综合网格化
服务管理信息化系统，这犹如给城市
管理安装了“智慧大脑”。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在水土高
新生态城的和欣家园社区和太山社区
就有一个“综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
化系统”，两个社区内的大小事都可以
通过手机终端提交到系统，工作人员

能第一时间知晓情况，及时处置。
以这两个社区为代表，目前，借助

网络科技和大数据，水土高新生态城
五大安置房小区正全面推行网格化管
理。城市管理通过一张无形的“网”撒
开：通过信息采集、数据分析、实时指挥、
交办转派、管理考核等八大智能功能，高
效动态掌握网格内的人、地、物、事、组

织的基本情况，及时快捷处置网格内
的各种突发事件和群众诉求，有效实
现综合治理和网格化管理相融合。

不仅如此，未来水土高新生态城
内的路灯，还将能根据天气调节照明
亮度，自动对过往车流进行数量和节
能率统计。这些利用物联网和云计算
技术的路灯管理场景能实现路灯集中

管控运维信息化、照明智能化。
据介绍，为全面打造智慧城市，逐

步推进城市智能化管理，水土高新生
态城还引入了多种“黑科技”，除了能
带监测功能的路灯系统，在污水管道
网排查方面还使用了管道检测机器人
为下水道做“体检”，为城市管理增添
了“人手”。

两江新区水土高新生态城安装“智慧大脑”

本报讯 （记者 杨骏）7月2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商务委了解
到，今年上半年，重庆自贸试验区新
增注册企业（含分支机构）5945户，
占全市比重9.4%。

今年上半年，重庆自贸试验区
新增企业的注册资本总额477.16
亿元人民币，占全市比重13.3%；其
中，外资企业（含分支机构）81户，
占全市比重21.1%，注册资本1.43
亿美元，占全市比重6.6%。

商务委方面表示，整体来看，上
半年新增注册企业中，商贸物流领
域占比较多。据统计，上半年自贸
试验区新增注册商贸企业、交通运
输企业数 2964 户，占全域比重
49.9%。其中，不乏一批重点项目，
如果园港铁路专线及散货码头、中
新（重庆）机场商业管理项目、苏宁
重庆智慧产业园、新能源汽车智慧

物流产业园等重点商贸物流项目
等。

另一方面，今年上半年，重庆
自贸试验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明显
加快。据统计，上半年新增注册制
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
业1672户，占比28.1%，先后有腾
讯西南总部、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创
新中心及微电子中心等大数据、互
联网、云计算领域等项目注册落
户。

市商务委方面表示，下阶段，重
庆自贸试验区将积极探索全面开放
新格局，立足《国务院关于支持自由
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
的通知》等最新政策法规，围绕重点
发展产业推进重点项目发展，搭建
引资引贸引智新平台，进一步推动
重庆自贸试验区的发展。

重庆自贸试验区
上半年新增注册企业5945户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日
报记者从7月23日召开的2019年重
庆市智慧小区建设工作现场观摩会上
了解到，自2018年3月，重庆正式启
动全市“智慧小区”建设工作以来，截
至目前，全市共打造了“智慧小区”93
个，建筑面积近1500万平方米，我市
将力争到2020年建成200个以上“智

慧小区”。
所谓“智慧小区”，是指具备智能

建筑特点的现代化居住小区，它充分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集成运用，从与小区相关
的政务信息、物流信息、物业服务、商

业服务等方面入手，为小区居民提供
一个安全、舒适、便利的现代化、智慧
化生活环境。

在我市，“智慧小区”评价指标体
系包括通信基础设施、公共应用系统、
家庭应用系统和小区公共服务平台四
个板块，由低到高划分为一、二、三星
级。

明年将建成200个以上智慧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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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7月23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获悉，该中心今年上半年共
完成各类交易7257宗，实现交易额
1835.40亿元，同比增长9.7%，创历
史同期新高。

2019年初，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集中统一的智能化交易服务场地
投入使用，实现交易服务“一个市
场、一套体系、一个标准”，总体呈现

“量升质提”特点。上半年，该中心
通过发挥资源集约效应，为国家社
会增收节支153亿元，并接待市场
主体12余万人次。

该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心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交易额上半
年同比大幅增长。一方面，城市品
质提升工程力度加大，700宗事关
城市品质提升的项目完成招标。同
时，民生工程建设持续发力，轨道交
通4号线等326项民生工程招标开
建。此外，乡村振兴建设有序推进，
城口县“四好农村路”等98项工程
完成招标，中标金额逾10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生态攻坚
战略实施，环保治理力度加大，我市
矿权交易活跃价格飙升，上半年全
市共出让矿业权34宗、同比增长一
倍。据了解，近期主城周边砂石开
采场关闭外迁，供给相对减少，市场
竞争更加激烈。全市矿业权出让实
现互联网交易之后，市场主体基于
自身判断远程竞价，这种交易方式
更能反映矿业权的市场真实价格。

在助力国企改革方面，今年上半
年，该中心完成混改项目8宗，成交
金额9.6亿元；16家国企通过产权市
场完成布局调整，收回投资7.4亿元；
帮助国企清理处置低效无效资产
660宗，收回处置收益20.06亿元。

上半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还完成政府采购项目1499宗，平均
节支率达6.8%。从分布领域看，财
政资金被精准用于文化教育、医疗
卫生、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环境保
护等重点民生领域，涉及采购金额
占政府采购总量的80.3%，有力保
障了民生事业的发展。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上半年交易额达1800多亿

政府采购八成来自重点民生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