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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创新创业全程服务链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不仅努

力打造“平台+项目+团队”的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还提供全程化创新创
业教育指导服务，旨在全面贯彻落
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

学校成立了以校主要领导为组
长的创新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将创
新创业教育列入优质高职院校特色
项目等重点工作，成立创新创业教
育办公室，提供专人、专项经费支
持，在构建完善创新创业教育保障
体系、教学体系的同时，构建出一套
全程化的服务体系。

提供全程化教育指导

在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看
来，建立完善创新创业指导服务体
系，能够引导学生尽快适应社会，提
高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其

成为一名合格的创新创业人才。
为此，学校建立2720平方米的

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形成“一楼一
街”的创业生态圈，建成200平方米
的创新创业指导服务大厅，形成创
新创业教育、创业训练、创业孵化的
链条式前端、中端、后端一体化的指
导服务体系，帮助师生实现作品到
产品到商品的转换。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对创新创
业意向学生精准识别，建立帮扶工
作台账，通过单独咨询、专门对接、
专题指导、专项补贴等，精准向帮扶
对象送政策、送商机、送培训。还利
用学校官方网站、创新创业服务网

和创新创业相关“两微一端”等媒体
及时大力宣传创新创业政策、创业
典型，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文化氛
围。

凸显示范性教育成效

多元化创新创业教育教学体
系，常态化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平台
与全程化创新创业教育指导服务的

“三方合力”，让重庆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在近3年的创新创业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

据了解，学校就业创业数量与
质量再创新高，毕业生年终就业率
均在98%以上。不少学生进入中国

工程物理研究院、成飞等优质大型
企业。

同时，学校获得国家级各类创
新创业大赛奖项7个，其中一等奖1
个，获得市级创新创业大赛奖项60
个，其中一等奖11个，学生获奖数量
和质量均居重庆市高职院校前列。

不仅如此，学校的众创空间和
创业园被重庆市教育委员会认定为

“重庆市高校众创空间”“大学生创
业示范基地”，被重庆市科学技术委
员会认定为“重庆市众创空间”，并
连续两年被授予“重庆市优秀众创
空间”荣誉称号。

李亚美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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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江新区，提到人工智能“独角兽”
企业，很多人会想到重庆中科云从科技有
限公司（下称“云从科技”），会想到云从科
技创始人、总裁周曦。在同行眼中，周曦
是人工智能高科技领域的代表，是计算机
视觉与模式识别领域的国际一流研究者，
他创建引领的云从科技是人工智能行业
国家队、领跑者。

从学子到科研人员

出生于1981年的周曦，背上书包走
进校园的那一刻，他并不知道自己这一生
会走得到多远，会走到大洋彼岸。他从四
川省内江市出发，背着书包开始求学生涯，
一步步向金字塔顶峰冲刺，先后获国内顶
尖高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士和硕士学
位，全球计算机领域顶尖学府美国伊利诺
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博士学位。

这一路走来，周曦在相关领域潜行
深研，主要研究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
别，首创“双层异构深度神经网络”“分
层矢量化多媒体信息表达体系”“超大
规模跨场景结构化数据”等理论，获得

国际国内专利10余项，在国际顶级会
议、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50余篇，被引
用超过1000次。

他曾多次带领UIUC团队战胜了
IBM、东京大学、SONY等机构，获得多项
国际比赛冠军和顶尖学术国际会议“最佳
论文”奖。参与起草国家标准《基于可信
环境的远程人脸识别认证系统技术要
求》，以及公安部《人脸识别应用视频图像
采集规范》行业标准。作为负责人，他承
担国家发改委“互联网+”重大工程项目
——人工智能基础资源公共服务平台、重
庆市企业技术中心和类脑智能计算技术
创新中心的建设任务，并先后主持参加
10余项国家和省级重大科研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攻读博士期间，他
还先后在IBM TJ Watson研究院、微
软西雅图总部研究院、NEC美国加州研
究院等顶尖科研机构从事访问研究工
作，迅速成为国际一流的研究者。

从科研人员到创业者

经年的积累，让周曦展翅高飞，在

人工智能领域驰骋狂奔。
他曾担任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

能技术研究院信息所副所长、智能多
媒体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并在2015年
4月创立了云从科技，是第一个重庆
本土孵化培育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

第一个在业界完整掌握包括人脸识
别、语音识别、文字识别等智能感知技
术和知识图谱、人物画像、大数据分析
等认知决策技术，并做到国际领先的
人工智能头部企业。

5年来，他带领云从科技承接了

国家三大平台，参与12家标准机构或
行业协会的标准建设工作，成为多家
标准机构或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副
理事单位和会员单位。他带领团队致
力于围绕人们生活的每个场景，以人
工智能技术与人机协同平台为基础，
以用户为中心，定义出场景化、行业
化、个性化的智能服务。

2019年，云从科技在跨境追踪技
术和3D人体重建技术方面取得了新
的突破，创造和刷新了世界纪录。在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云从科技正
式发布的新产品“云从起云平台”，采
用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人脸识别
算法、头肩检测算法、跨境追踪识别算
法、行为动作分析算法、大数据分析等
核心技术，满足新零售下的顾客
360°画像、精准营销等应用，实现了
对顾客线下有效数据的分析收集工
作，并打通商超慧眼平台与前方营销
人员的通路，实时地将有效的营销方
案传递到前方，帮助商业形态提升服
务和转化率。

目前，云从科技业务覆盖金融、安
防、交通、零售、园区、电力六大领域，
通过行业领先的人工智能、认知计算
与大数据技术形成的整合解决方案，
已服务400余家银行14.7万个网点、
30个省级行政区公安部门、80余家机
场，实现银行日均比对2.16亿次、公安
人像比对战果超5万起、机场日均服
务旅客200万人次。对此，周曦并不
满足，他要引领云从科技走向更远、飞
得更高。

以耀眼的人工智能突出成绩，周
曦先后荣获“2015－2016富民兴渝贡
献奖”、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颁发的“吴
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
奖”、智慧金融集成生物识别关键技术
及应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全球
人工智能应用博览会“中国人工智能
年度十大风云人物”称号、国务院颁发
的国务院政府津贴证书。2020年，他
成为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潘锋 廖一镁
图片由重庆中科云从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周曦介绍他的人工智能成果周曦介绍他的人工智能成果

新华社北京 6 月 3 日电 （记者
张漫子 孙蕾）记者从北京京剧院获
悉，该院在抗疫期间排练的现代京剧
《许云峰》，将于6月7日以“云首演”的
形式在互联网观剧平台“东方大剧院”
线上直播。《许云峰》是对京剧《红岩》的
深挖再创造。

现代京剧《许云峰》的艺术指导、著
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门第六代传人谭
孝曾说：“京剧作为传统舞台戏曲艺术
的最高表现形式，要获得长足进展，必
须积极发掘代表剧目，在继承中发展、
在发展中创新。”

现代京剧《许云峰》取材于小说《红

岩》，讲述了重庆地下党工委书记许云
峰在歌乐山集中营英勇斗争、壮烈牺牲
的故事。

1984年，阎肃、汪曾祺等参与创
作京剧《红岩》，谭元寿、马长礼、张学
津等北京京剧院名家主演。现代京
剧《许云峰》是对京剧《红岩》的深挖
再创造，老艺术家谭元寿、迟金声担
纲艺术顾问，谭派艺术传承人谭孝
曾、谭正岩出演许云峰，老生名家杜
镇杰饰演徐鹏飞，马派老生领军人朱
强饰演华子良。北京京剧院院长刘
侗表示，这体现了京剧流派艺术的传
承。

讲述重庆地下党工委书记许云峰在歌乐山
集中营英勇斗争、壮烈牺牲的故事

北京京剧院“云上”续写《红岩》新篇

据新华社休斯敦6月2日电 （记
者 高路）蔓延美国的抗议警察暴力
执法活动2日进入第八天，当天在南部
和西部城市均举行了和平游行。同一
天，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被提起指控。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上万
民众2日下午冒着酷暑集中在市中心，

为弗洛伊德举行纪念游行。在西部城
市洛杉矶，和平示威2日在多地举行。

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2日宣布，
该州人权部门已对弗洛伊德死亡事件
中4名警察所属的明尼阿波利斯警察
局提起指控，将调查该警察局近10年
来的各项规定和执法情况。

美国多地抗议暴力执法活动继续

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被提起指控

6月2日，民众在美国纽约街头抗议警察暴力执法。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新华社深圳 6 月 3 日电 （记者
毛一竹 陈宇轩）面对经营失败，“诚

实但不幸”的创业者将会有破产的权
利。近日，《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
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布。该条例
的核心是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因生产经
营、生活消费导致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
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自然人，
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申请破
产。

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与深圳的实
际需求有关。在深圳，除个体经营者以
外，近年来大量自然人以个人名义直接
参与到商事活动中。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2020年1月底，在深圳登记设立的
商事主体为329.8万户，其中个体工商
户为123.6万户，占比37.5%。除此之
外，还有大量自我雇佣的商事主体以微
商、电商、自由职业者等形式存在。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分析认为，这部分商事主体一旦遭遇
市场风险，需要以个人名义负担无限债
务责任，不能获得与企业同等的破产保
护，无法实现从市场的退出和再生。同
时，经营风险由此无限转移到个人和家

庭，给高利贷、地下钱庄等非法融资渠
道创造了生存空间。

“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健全市场退
出机制，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商事主体
的竞争力和创造力的需要，也是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
需要。”参与条例起草工作的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破产法庭庭长曹启选说。

哪些人可以申请个人破产？根据
征求意见稿，在深圳经济特区居住，且
参加深圳社会保险连续满三年的自然
人，因生产经营、生活消费导致资产不
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
能力的，可以进行破产清算或者和
解。同时，单独或者共同对债务人持
有五十万元以上到期债权的债权人可
以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
的申请。

曹启选表示，个人破产制度最本质
的意义是救济，“诚实”“不幸”是申请破
产的两个关键词。这意味着，只有诚实
守信的债务人，在不幸陷入债务危机
时，才能获得个人破产制度的保护，并
帮助其从债务危机中解脱出来，重新参
与社会经济活动，创造更多财富。

深圳就个人破产立法公开征求意见

“诚实但不幸”的创业者将有破产权利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重庆日
报记者6月3日从阿里巴巴重庆产业
带获悉，阿里巴巴重庆产业带将助力重
庆1000家中小制造企业给全国“摊主”
供货，抢抓“地摊经济”市场新机遇。

重庆兴德顺五金厂老板黄厚顺最
近很忙。赶着“地摊经济”风口，他正在
将公司产品品类扩大，由之前以生产家
用锅具为主，转向锅碗瓢盆等多品类供
货，同时将阿里巴巴1688网店的产品
起批量调整，大多由起批100件调整到
10件，适合“摊主”进货需求。

在阿里巴巴1688平台，兴德顺五
金厂只是重庆中小制造企业的一个缩
影。

日前，阿里巴巴1688发布“地摊经
济”帮扶计划，将提供超过700亿元的
免息赊购，通过源头好货、数据智能、金
融扶持、客户保障四大工具，为全国超
3000万“摊主”提供全方位的进货和经
营支持。

阿里巴巴重庆产业带运营负责人
王善平表示，将发挥重庆制造业优势，
助力中小型渝企拓展“地摊经济”供应

链市场。
黄厚顺的兴德顺五金厂就是受益

企业之一。
“1688平台实时发布交易榜单，

‘摊主’喜欢什么，我就生产什么；1688
平台提供资金支持，‘摊主’可以赊账进
货、提前获得退款，这样我卖产品就更
容易了……”黄厚顺说。

目前，阿里巴巴1688平台已引导
重庆部分制造企业将起批量降低，满足

“摊主”进货需求，并通过发布下游趋势
热点信息，提供免息金融产品及全面客

户保障服务等，直接或间接帮助重庆中
小型制造企业。王善平称，“6·18大
促”期间，将在阿里巴巴1688重庆平台
开设“数字化夜市地摊进货专区”，将重
庆制造企业整合到一起，使产品直接触
达“摊主”，减少交易环节，提高交易效
率。

1688数据显示，目前“地摊经济”
最热品类为日用百货、内衣、数码、美
妆、个护家清、玩具等。王善平表示，接
下来将组织重庆相关品类制造企业走
出去，拓展“地摊经济”新市场。

抢抓“地摊经济”市场新机遇

重庆千家制造企业要给全国“摊主”供货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 向菊梅）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就业危
机，我国多个城市放宽了对“地摊经济”
的管理尺度。6月3日，百度发布搜索大
数据显示，近7天“摆摊技巧”相关内容搜
索热度同比暴涨655%，达到10年来最
高值。

值得注意的是，在“摆摊技巧”相关
热门搜索内容中，热度最高的为“年轻人
适合摆什么地摊”。排名前列的还有“摆
地摊真的比打工强吗”等相关内容，体现
出年轻一代对这种“新经济”积极的讨论
与参与意愿。此外，“地摊上最吸引女人
的是啥东西”“首富从地摊开始”“高手教
你摆地摊诀窍”等也成为相关热搜内容。

相对于其他成本高、前期投入大的
行业，低成本、低风险的“摆地摊”提供了
一条创业新思路。百度搜索大数据显
示，近30天，“摆摊技巧”对90后吸引力
最大，超过53%的关注者为90后。与行
动力最强、关注摆地摊具体技巧的90后
相比，80后更加偏向于“理论派”，对“地
摊经济”表现出所有年龄层中最高的搜
索兴趣。

“地摊经济”不仅增添了城市的烟火
气，更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百度搜索
大数据显示，全国各城市积极拥抱“地摊
经济”，其中新一线城市表现尤为突出，
在搜索相关内容的热门城市排行榜中，
新一线城市成都居于榜首，重庆则排名
第七。

“地摊经济”究竟有多火？义乌的小
商品城、嘉兴的海宁皮城……这些小商
品公司因“地摊经济”出现股价暴涨的情
况。

百度搜索大数据显示，近30天，儿童
玩具、小吃、充电宝、贴膜等成为地摊商品
热门搜索词。此外，“10元3样地摊货批
发”“汽车后备箱摆地摊”“摆地摊要怎么
找货源”等地摊经营模式，也成为从业者
热搜的内容。“后备箱经济”和“地摊经济”
一起，让城市的烟火气加速升腾。

■“摆摊技巧”搜索热度同比涨655%

■重庆排全国搜索热门城市第七“地摊经济”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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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经济”激发市场活力，为城市带来了烟火气。图为6月2日，在西安市曲江新区金滹沱二路，经营者在临时摊区售
卖食品。 新华社发

近30天，“摆摊技巧”相关内容搜索人群
年龄占比

近30天，搜索“摆摊技巧”“地摊经济”相
关内容的人群兴趣分布

00后 90后 80后 70后 60后

摆摊技巧相关内容 地摊经济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