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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5月，重庆嘉
陵开始自主研制摩托车，9
月成功试制出第一辆50ml
排量“争气车”样车。

（受访者供图）

▲1984 年，第一批长
安牌微型载重汽车下线出
厂。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夏元

6月25日，两江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中
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智博会）承
办委员会办公点，近百名工作人员正在为即
将在8月举行的2021年智博会忙碌。

智博会自2018年8月在重庆举办首届
以来，不仅成为推动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载体，也成为对外展示重庆形象的重要
窗口。

近年来，重庆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
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通过
建设“智造重镇”“智慧名城”，为经济社会发
展装上“新引擎”——从车间厂房到生活消
费，从产品出口到项目投资，大数据智能化无
处不在，数字经济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
一抹亮色，智慧新动能让重庆高质量发展之
路越走越宽广。

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

2018年8月23日，首届智博会在重庆开
幕。

这是一场“智汇八方、博采众长”、共同推
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饕餮盛宴”，这是一场企
业相约、嘉宾云集、精彩绝伦的“思想盛会”，
这是一次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联
合演练”。

3天会期里，30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14
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23个国际友好城市、
18个兄弟省区市代表团来渝参会或参展。

3天会期里，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人气爆
棚，市民热情空前，总观展人数超过50万人
次，其中不乏远道而来的市外观众。智博会，
彰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未来
的憧憬与期待。

首届智博会，凸显了国际影响力、行业引
领性、品牌美誉度，成为重庆迈向智能化新征
途的新起点。

随着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永久落户
重庆，一年一度的智博会精彩持续上演。

2019年8月26日，第二届智博会如约而
至。在这次会上，重庆提出集中力量建设“智
造重镇”“智慧名城”。

2020年9月15日，2020线上智博会开
幕。这次智博会紧扣“线上”特点，开展“云
上”交流，开启了一场场别开生面的“云端之
约”，为参展企业及嘉宾提供了全新的数字体
验。

重庆是一座集火锅、夜景、8D魔幻地形
和传统制造业等诸多元素于一身的城市。智

博会，让重庆城市形象融入了“科技”“创新”
“智能”等新的元素。

智能化改造为生产植入“智能因子”

智博会的成功举办，为重庆企业敲开了
智能化大门。

2018年首届智博会闭幕不久，重庆金康
赛力斯两江智能工厂建成投用。

如今，在这座智能工厂里，冲压、焊装、涂
装、总装等生产环节都由1000多台机器人完
成，多个生产运行智能系统全方位掌控每一
道制造环节的信息数据，保障产品质量和生
产效率。

智能化改造，为一大批传统企业带来质
的飞跃——

再升科技通过建设一批数字化车间，生
产效率提升151%，产品不良品率降低25%，

运营成本降低近40%；綦江齿轮引入6条自
动化生产线，在节约近半数人力成本的同时，
实现产能倍增；中铝萨帕特种铝材重庆公司
投用多个数字化车间，从接单、生产到运输实
现全流程智能化操作，产能达到国内行业平
均水平5倍以上……

“实施智能化改造，推动新技术、新应用
落地，不仅带动企业生产效率提高，更重要的
是让企业明白了智能制造是改造升级的最佳
路径，这是传统企业加速发展的最好方式，也
是重庆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说。

在传统产业实施智能化改造的同时，重
庆还在“芯屏器核网”产业全链条持续发力，
形成以万国半导体、紫光等为代表的集成电
路产业集群，以京东方、金渝惠科等为代表的
新型显示产业集群。

截至2020年底，重庆数字经济企业数量
达到1.85万家，同比增长11%。截至目前，重
庆共实施2780个智能化改造项目，其中67个
项目达到智能化工厂标准，359个项目达到数
字化车间标准，实现生产效率平均提高
54.3%，运营成本下降21.9%，不良品率下降
39.5%。

大数据应用带来智慧生活

如今的重庆，无论在酒店、银行、景区，还
是去集市、商超、医院，“智慧生活”已经无处
不在。比如农贸市场，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手
机扫码买菜。在部分商超，消费者还能刷脸
支付。

“刷脸支付太方便了，有时买的东西多
了，掏手机也麻烦，现在看看屏幕就可以完成
支付，排队时间减少很多！”市民周亦燕说，她

深刻感受到大数据应用带来的便捷。
在江北区经营一家广告公司的赵明朗

说，以往办理企业工商、税务等事务需要到处
奔波，现在足不出户通过“渝快办”就能办妥
所有涉企事务。

“智慧名城”建设，让重庆城市越来越“聪
明”——

居民进出小区大门，“刷脸”即可；城市路
面积水，“智慧城管”会自动抓拍上报并通知
工作人前来处理；“智慧路灯”可自动调整红
绿灯间隔时间……

在工信部评选的2019年度十大智慧城
市典型案例榜单中，重庆榜上有名。

智能产品担当“重庆造”出口“领跑者”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居家办公、网
课和“云会议”“云招商”等新的工作学习方式
兴起，全球对智能终端产品需求量大增。

以笔电为代表的重庆智能终端产业逆势
崛起——惠普、华硕、英业达等笔电企业在渝
工厂的订单多得“接到手软”。

“以笔电、手机为代表的智能终端产
业，为稳住全市经济基本盘作出了巨大贡
献。”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说，目前电子信
息产业已成为重庆第一支柱产业，其产值
占全市工业比重超过1/4。其中，智能终端
产业占全市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
近七成。

如今，全球每3台笔电、每10部手机中就
有一台（部）是“重庆造”，在全市每年众多出
口产品中，市场需求量庞大的智能产品成为

“领跑者”。
“重庆造”智能终端产品走向全球，离不

开重庆在中欧班列（渝新欧）、西部陆海新通
道等开放通道建设上的提前布局，后者为“重
庆造”出口提供了安全、稳定的贸易通道，而
在这些通道的建设过程中，同样大量运用了
大数据智能化技术。

大数据智能化助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
助力新兴产业培育，推动一批智能产品走向
全球。同时，重庆还持续开展5G、工业互联
网等智能产业新基建项目建设。

去年4月，重庆首轮22个涵盖5G、数据
中心等领域的新基建重大项目开工；6月18
日，《重庆市新型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行动
方案（2020—2022年）》发布，3年内全市将滚
动实施和储备375个新基建重大项目，计划
到2022年基本建成全国领先的新一代信息
基础支持体系。

逐浪数字经济发展大潮，重庆在路上。

重庆高质量发展注入智慧新动能重庆高质量发展注入智慧新动能

□本报记者 白麟 杨骏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
春风拂面，重庆“军转民”拉开帷幕。

长安、嘉陵、望江等重庆代表性军工企
业，在不同领域、从不同层次探索军民结合，
促进了重庆工业经济技术进步和国际市场拓
展，提升了重庆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为此后
重庆汽摩等制造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长安的两次“再创业”

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军工任务和订单
大幅减少，重庆的不少军工企业经济效益直
线下降，长安厂也不例外。

怎么才能切实解决工厂近万名职工的吃
饭问题？面对困境，长安不等不靠，开发适销

对路的民品，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当时国家大力发展石油开采，针对市场

需求，我们开始开发石油钻头产品。”时任长
安厂工具科工程师的王世铮对这段历史记忆
犹新。经过努力，长安改进设计后的产品，竟
然比罗马尼亚进口的钻头还耐用，并获得国
家银质奖。“那几年，长安在民品方面，尝试过
缝衣服的绞边器、猎枪、纺织设备等，但规模
都不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万人大厂的吃饭
问题。”

长安意识到，继续小打小闹搞这种缺乏
竞争力的低档货，不可持续，要干，就要造附
加值更高的汽车！

这种想法并非空穴来风。上世纪50年
代，长安按照中央部署，把研发、制造吉普车
的图纸资料无偿提供给北京吉普后，长安人

就在心里种下了一粒种子——有机会还要生
产中国人自己的汽车。

但是，当时中国市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
汽车？长安并不清楚。一个偶然的机会，让
长安人茅塞顿开——1981年举办的中国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上，长安厂派出的兰祥义和
杨明凡两名技术人员，目光同时被擦身而过
的一辆小车“粘”住了，这是一辆日本铃木生
产的微型汽车。

1981年11月，长安厂正式决定研制微型
汽车。彼时，厂里技术人员连这种汽车发动
机的工作原理都不懂。长安厂聘请重庆大学
等高校的教授来授课。没有扫描样机的设
备，他们就用尺子一毫米一毫米地量。时间
紧，大家“连轴转”，甚至上厕所都要跑步前
行。

1983年9月，长安厂自制的第一台汽车
发动机点火成功，当年10月，第一辆样车总
装完成。看到样车后，时任兵器工业部部长
来金烈称赞：“硬是把车给造出来了，这是长
安人的骄傲，更是中国兵器工业的自豪。”

1984年11月15日，长安第一批微型汽
车剪彩出厂，标志着中国汽车微车时代的开
始。此后，长安通过技术积累、滚动发展，产
品谱系逐渐涵盖了微车、轿车、商务车、
SUV、中高端乘用车等。2011年12月，长安
汽车第1000万辆在重庆渝北工厂下线，创
造中国汽车累计产销突破千万辆的最快纪
录。

2018年，中国车市出现了20年来的第一
次负增长，国产汽车品牌危机凸显。长安汽
车迅速推进战略转型，宣布开启“第三次创
业”，销量再次持续快速增长。

今年4月，长安又公布“十四五”时期发
展规划及2030愿景，坚持向智能低碳出行
科技公司转型。未来，长安将投入1500亿
元，每年发布1-2个领先的智能场景应用，
2022年上市L4级智能网联汽车，2025年后
实现自动驾驶平台量产及商业化运营；未
来5年内计划推出26款新智能电动汽车，
并与华为、宁德时代合作推出5款智能电动
车型。

中国首辆民用摩托车的诞生

当今，各式各样的国产摩托车奔驰在大
街小巷。但你很难想象，改革开放初期，我国

的摩托车工业还是“零”。第一个“吃螃蟹”的
是重庆嘉陵。

1978年12月，嘉陵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南
斯拉夫商谈合作事宜。但南斯拉夫方面提出
了发动机必须采用纯进口、支付高额技术转
让费等苛刻条件。

眼看此路不通，时任嘉陵党委书记彭孙
寿便带了几个人去日本，先后参观了本田和
雅马哈的工厂，学习了摩托车的生产流程，并
购买了本田公司的一款小排量摩托车回来做
参考，进行摩托车产品开发。

韩幼民是当时的主要开发人员之一。他
回忆，在无资料、无经验、无工装、无设备情况
下，要研制摩托车只能靠“借与巧”。奋战4
个多月后，1979年9月20日，一辆凝聚着嘉
陵人汗水与智慧的“嘉陵”牌国产摩托车诞生
了，全厂上下欢呼雀跃。

一个多月后，新中国三十华诞，5辆嘉陵
摩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1980年，嘉陵生产的2500辆摩托车陆
续投放北京、成都、上海、重庆等市场，引起强
烈反响，出现了全国性的“嘉陵热”。

伴随着中国首辆民用摩托车的诞生，
嘉陵的“军转民”之路越走越宽——1981年
开展“国内联合”和“国际合作”，1983年率
先出口国际市场，1987年实施企业集团试
点和股份制试点，1995年成为“中国摩托车
之王”。嘉陵，由此也成为了“军转民”的典
范。作为中国现代摩托车工业的开路先
锋，嘉陵还引导、带动了中国摩托车行业的
诞生和发展。

除了摩托，“嘉陵”猎枪弹也是该企业“军
转民”的拳头产品。1982年，该公司将此弹
提供给运动员射击训练和比赛使用。1983
年，嘉陵从比利时进口了第一条猎枪弹生产
线，几年下来，猎枪弹年产能力达到了2000
万发，并作为兵器工业部第一批重点出口产
品。在1990年亚运会和1992年巴塞罗那奥
运会上，我国著名运动员张山使用嘉陵弹先
后获得金牌，“嘉陵”猎枪弹从此扬名体坛，被
誉为奥运“金牌弹”。

近年来，嘉陵公司先后研制成功了数种
型号的新产品，部分产品填补国内空白，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未来，嘉陵将紧跟国家、集团
公司深化改革步伐，进一步巩固主导特种产
品的国内领先地位，矢志成为受人尊敬的科

技创新型企业。

望江风电齿轮箱拿下国内行业
“四项第一”

1979年，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望江厂
开始进入“军转民”时期。

人多力量大。两个多月时间内，望江厂
就承接了香烟过滤嘴接装机、12马力摩托车
发动机等1633个品种、9万多件（套）零部件
的制造和协作任务，迈出了军转民的第一
步。那一年，望江厂完成民品产值203万元，
全年实现利润136万元。

“我们一直注重按照工艺相近、技术相近
的原则筛选支柱民品。”望江厂相关负责人这
样解释其成功之道，比如1979年至1985年，
先后试制并生产了 ZYZ 型、KX280 型、
ZY560型、ZY560K型四种液压支架。

同时，在军转民的过程中，望江厂瞄准民
品生产中的薄弱环节，有计划、有重点地对表
面精饰工艺进行了技术改造。比如，望江厂
试验成功了光亮镀铭和塑料电镀工艺，成功
研制了三层微型裂纹镀铭工艺。

另一方面，在“找米下锅”的过程中，望江
厂发现重庆市的轻纺工业在技术改造中需要
机器制造业提供设备。为此，从1980年开
始，工厂紧紧围绕国家建设重点，发展技术密
集、工艺相近、技术相近的民品。

1985年，望江厂工业总产值达到9921
万元，为 1978 年的 2.76 倍，平均每年递增
15.6%,成为工厂生产发展较快的时期之
一。

2008年，望江厂正式进军风电产业，投
入3.7亿元进行生产线、装备加工线建设，成
为当年国内提供风电样机最多的风电企业。

近年来，望江公司先后研发出1.5兆瓦
到3兆瓦系列共15个型号的风电齿轮箱产
品，通过了世界权威认证机构德国劳氏船
级社 GL 认证，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
证。

如今，望江公司研发生产的风电齿轮箱
达到国内同行业“四项第一”：国内第一款通
过GL认证的风电齿轮箱产品；通过GL认
证最多的风电齿轮箱制造企业；首家采用
四行星轮加柔性销轴传动技术的企业；首家
根据用户提出的瞬变载荷成功进行台架试验
的企业。

“军转民”的重庆记忆

智博会展场，一名小姑娘好奇地打量重庆馆展示的石墨烯穿戴设备。（摄于2019年8月25日）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