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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汇八方 博采众长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主题报道

区县行动

企业行动

本报讯 （记者 周尤）为进一
步深化警务大数据建设应用，9月5
日，沙坪坝区公安分局与ofo小黄车
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建设

“互联网+治安”的城市管理模式达
成深度战略合作。

据悉，未来沙区警方将与ofo小
黄车协议共建信息大数据共享平台，
建立“实时更新、实时处理”的信息运
用机制，积极探索“互联网+治安”的
大数据信息政企共享。ofo小黄车
将在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等方面，为

警方提供相关的技术及数据支撑，助
力提升预防打击犯罪效能。

“强化警企合作，是沙坪坝区公
安分局持续强化公安大数据建设、
智慧公安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分
局将以此次战略合作为契机，进一

步发挥公安机关在社会问题治理、
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方面的专业优
势，为沙坪坝区经济社会发展、社会
治理创新和安全稳定做出有益尝
试。”沙坪坝区公安分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

“互联网+治安”大数据信息政企共享
助力提升犯罪预防打击效能

深钻一个行业，深攻某一领
域，业绩良好且潜力较大的中小企
业被称为“小巨人”企业。首届智
博会上，不少重庆本地科技“小巨
人”企业纷纷亮出手中“绝活”，与
国内外领先企业同台竞技毫不怯
场。它们是如何做到的？

智能化让蓝黛传动实
现车间再造

“生产效率提升22%，产品
周期缩短33%，运营成本降低超
过2成。”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郝继铭
说，他们通过智能单元设计、工序
流程实时化、信息处理数据化，解
决了因产品种类多需频繁调度带
来的诸多问题。

蓝黛动力传动是璧山一家生
产乘用车变速器的企业，近年来先
后上马了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
人及智能检测与装配设备，提升了
自动化程度。然而，他们发现工艺
流程和管理上出现新“瓶颈”——
生产线精细化程度不高、标准化不
够。去年，蓝黛传动与重庆大学、
重庆机电集团携手合作，对生产
随意性较大的车间进行了标准
化、智能化重塑。

智能车间将使平伟实
业生产成本降低20%

前不久，位于梁平区的重庆平
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启动了今年
最大的改造计划——拿出6700万
元用于智能化改造。这项改造能
使企业以往分散的生产单元转变

为智能化生产系统，生产效率将提
高25%以上，成本降低20%。

平伟实业知名度不算太高，
然而这家深藏不露的企业却依靠
深耕半导体功率器件，与不少世
界500强企业做起了朋友。

这个集半导体功率器件设计、
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企业，是

“国家功率半导体封测高新技术产
业化基地”龙头企业，拥有“博士后
工作站”“院士工作站”，去年产值
超过15亿元。下一步，平伟实业
将继续深挖智能化潜力，力争于
2019年末建成集智能车间、综合
集成智能系统及装备物联感知平
台等于一体的智能化工厂。

亲禾智千推出可实时
监测路面的“CT检测车”

在重庆，像蓝黛传动、平伟实业
这样的科技“小巨人”企业还有很多。

来自北碚的重庆鲁班机器人
技术研究院自主研发的中小学机
器人教学实验箱，可同时进行50
个教学实验，实验内容涵盖机器
人环境感知、生物特征识别、语音
图像识别、导航定位避障、通信及
遥操作5大领域，可应用于中小学
课堂教学、培训、创客实验室等。

重庆亲禾智千科技有限公司
展示的“道路CT检测车”可对道路
实时监测。它利用“道路健康盒
子”，通过对车辆行驶中细微震动的
即时收集来反馈路面行驶状况，对
道路进行全方位“体检”，通过人工
智能病害模型自动生成道路健康
数据评价报告，堪称“道路医生”。

看看这些“小巨人”企业
如何实现智能化新突破

本报记者 王亚同 实习生 张巧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智博会
上，3D人工打印出来的骨骼假体，让不
少观众惊叹。9月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获悉，该院骨科
主任刘鹏及其团队完成3D打印人工颈
椎椎体植入手术。目前，患者已康复出
院，恢复良好。

接受手术的是59岁的徐某，四肢麻
木、行走不稳的她在大坪医院骨科中心

确诊为C4-5及C5-6椎间盘巨大突出
导致颈脊髓严重受压，同时合并发育性
颈椎管狭窄、后纵韧带骨化。因突出物
巨大，医生决定实施C5椎体次全切除、
植骨融合术。

按照传统方法，切除手术后只能采
用植骨材料钛网、同种异体骨环，但这些
材料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假体沉降、椎
间高度丧失等风险。在充分征求患者意

见后，手术团队决定为患者选用国内原
创性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D
打印人工椎体，替代原有的植骨材料。

据了解，3D打印人工椎体完全按照
仿生学原理，具有经过力学优化的特殊
结构，比传统技术制造的钛网具有更强
的承重力，能克服钛网存在的明显缺点，
与手术处上下椎骨完美嵌合。

手术前，医生依据患者最新的影像学

数据资料，通过医工结合和反复论证，按照
1：1的3D打印复制模型，制造出一个长约2
厘米、直径1.4厘米大小的全颈椎假体。

8月30日，刘鹏及其团队在显微镜
辅助下实施手术，成功完成3D打印人
工颈椎椎体植入手术。术后次日，患者
即可下地，恢复良好。

据介绍，3D打印是骨科领域近年来
快速发展的新技术之一，此次植入的人
工椎体就是由钛合金粉末通过3D打印
技术制造完成，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
性。“相当于和原来骨头一样有硬度，还
有韧性。”刘鹏说。

3D打印颈椎椎体植入手术在我市取得成功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实习
生 谭诗雨）9月 5日起，我市各大高
校陆续开始 2018 级新生报到工作。
在西南政法大学，新生报到要进行人
脸识别，以防有人冒名顶替上大学。
这是西政为今后校园电子化、信息化
管理做的准备。同时，其它高校今年
的新生报到也体现出人工智能特点。

“李诗琪、18岁、552分，行政管理专
业，重庆人……”9月5日，在西南政法大
学新生报到现场，今年被该校政治管理
学院录取的李诗琪，体验了一把人脸识
别技术的高科技报到流程。

只见李诗琪坐在电脑前，递上自
己的身份证，摄像头很快便捕捉到她
的脸部信息，呈现在电脑屏幕上。李
诗琪的“脸卡”信息通过网络传输到迎
新系统，她的资料被快速调取给迎新
老师进行操作，只需要十几秒钟便完
成了注册。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今年西南政
法大学新生报到全部启用“刷脸”注册，
大幅提高了迎新工作效率。

“这个技术是在原有报道流程中

多增加的一项内容，给新生报到多加
一层保障。”西南政法大学相关负责人
解释，学校网络部今年在新生报到中
增加人脸识别技术（身份证+人脸识
别）进行双重身份验证，一是为防止有
人冒名顶替上大学；二是为将来人脸
识别技术在校园内的广泛应用打下基
础，比如上课签到、进宿舍楼、校园支
付等。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校报
到现场的大屏幕上，也实时滚动着报到
情况：如各学院专业的应到人数，实到人
数，报道进度等。据了解，在其它高校，
人工智能化的报到方式也开始流行。比
如在重庆大学，学生可以通过扫描“入学
报到须知”上的二维码，提前完成报名、
缴费等，以免现场报到拥挤、钱财丢失等
问题。此外，新生还可以远程进行“入学
微课”学习，提前了解校园环境，熟悉班
级、学院情况。

这所大学新生“刷脸”报到 十多秒钟完成注册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智博会期间，最想看的就是智慧
体验广场（也称智慧小镇）了，当
时人太多，没来得及体验。今天
重新开放，一大早我就带孩子来
感受体验。”9月5日上午，智慧体
验广场“超级大脑”——城市展控
中心刚开放，就迎来了南岸一母
子参展，他们开心地在展馆里与

“城市大脑”互动。
在闭馆进行系统维护和设施

完善后，9月5日智慧体验广场重
新开放。尽管开放首日是工作
日，前来展观体验的人仍不少。

估计周末人数相对较多，建议市
民有序文明观展。

据介绍，智慧体验广场将开
放一年，期间市民可现场参观体
验。具体开放时间为每周三至周
日及节假日10时至16时，开放
区域包含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南室外展场和室内S6馆。

据介绍，南室外广场参展的
企业主要有中冶赛迪、中国建设
银行、力帆、格力等，S6展馆主要
有阿里巴巴、腾讯、科大讯飞等，
其中腾讯T-day互动体验展保
留8个月。

智慧小镇重新开放
每周三至周日及节假日10-16时可参观体验

西南政法大学新生报到采用人脸识别技术现场。 （西南政法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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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至9月9日，第21届成都国际汽车
展览会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如期举行。
东风悦达起亚携13款车型盛装参展，正式发布
K5插电混动和2019款KX3两款新车，实力展现
企业领先造车理念与汽车技术，在中国新能源汽
车浪潮与汽车消费升级趋势中尽显锋芒。

本届车展，东风悦达起亚展馆面积达到
1495平方米，展台采用三面开放式双层结构设
计，巧妙融合了起亚全球统一的家族风格，展现
出强烈的品牌个性和视觉效果。除K5插电混
动、2019款KX3外，8月22日在南京上市的入
门级都市小型SUV奕跑，以及K2、K3、凯绅、
KX CROSS、新一代智跑等丰富车型也一并亮
相，让消费者亲身感受企业“让汽车生活更精
彩”的发展愿景。

K5插电混动 尖端品质引领绿
色出行趋势

K5插电混动提供智享版和智尊版2款车
型，官方指导价分别为22.28万元和23.98万
元，补贴后全国统一售价为 18.98 万元和
20.68万元。定位于“智尚新能源尊享座驾”，
K5插电混动凭借风尚动感的设计，智能科技
的配置，节能经济的性能，完美展现出“E路
翘楚，绿色先锋”的产品魅力。其独有的低风
阻进气格栅，强化了车型的环保气质。由
2.0L 发动机+电动机组成的混动系统，可根
据不同路况主动切换EV和混动两种行驶模
式。纯电力驱动下，车辆具备75公里的超长
续航里程。得益于领先、高效的节能系统，
K5插电混动百公里油耗仅1.3升，真正实现

了低油耗和强动力的平衡与统一。此外，
ACC自适应巡航系统、8英寸互联交互界面、
EPB电子驻车制动系统，共同为K5插电混动
营造出智能、完善的驾驭科技感受。

2019款KX3 焕新而来实力升级

2019款KX3整合现有6款车型，推出1.6L
时尚版、1.6L时尚天窗版2款车型，官方指导价

分别为10.98万元和13.28万元。外观方面，提
供墨丹红、墨栗棕、玄武白3款双色车身和透明
白1款单色车身，采用直瀑式镀铬一体型虎啸
式前中网搭配投射式前大灯，并装备了车身大
包围、外露式镀铬双尾管、铝合金轮毂、后扰流
板等外饰，在时尚动感中融入硬朗风格和坚韧
气质，呈现出游刃有余的从容感。此外，2019
款KX3还新增超级仪表盘、8英寸手机互联系
统、DMS驾驶模式选择、遮阳板照明等多项便

利配置，以及TPMS独立数显胎压监测系统、
DBC下坡辅助系统、自动灯光控制等实用安全
配置，成就越级驾乘体验。

都市小型SUV奕跑 享趣就去
为年轻而生

“拒绝千篇一律，玩就要玩出个性”堪称当代
年轻人的生活宣言。以“智趣时尚SUV”为产品
定位的奕跑，承载着东风悦达起亚向中国SUV
市场不断扩张的凌云壮志，担负着品牌提升的重
要使命。为了给年轻的都市新锐们带来耳目一
新的驾驭感受，在“Design KIA”设计理念基础
上，奕跑独辟蹊径，创新性地采用了双色搭配的
设计手法，利用贯穿车顶的C柱线条融合出玩味
十足的双色拼接设计，将时尚、潮流的车型气质
展现在消费者眼前。此外，奕跑不仅以2570毫
米轴距营造出便捷、舒适的空间氛围，更大量配
备便捷、智能的出行科技，带来智趣合一的驾乘
体验。

知行合一东风悦达起亚精彩再续

根据2025NTF战略规划，东风悦达起亚到
2020年将推出包括5款新能源车型在内共18款
新车。同时，持续强化ADAS、“DRIVE WiSE”
安全新技术、车联网技术等在车型上的应用，并
推进车身轻量化、氢动力汽车、48V混合动力车
等高端电动技术的开发。2018年，从已经上市
的新一代智跑、奕跑，到本届车展上推出的K5插
电混动、2019款KX3，再加上即将面世的1款小
型SUV纯电动汽车，多款新车型的投放充分展
现了企业以汽车“新四化”为导向，贯彻执行
2025NTF战略的坚定决心。加速开拓SUV和
新能源汽车市场，强化智能网联和年轻化车型投
放，已成为企业现阶段产品布局的主攻方向。未
来，东风悦达起亚将以极具前瞻性和竞争力的商
品策略在市场竞争中抢占优势，以更丰富的产品
线应对中国汽车市场的变化与挑战，实现中国消
费者对汽车生活的更多期待。 文/图 许淇

K5插电混动 2019款KX3成都车展上市
东风悦达起亚知行合一再续精彩

沙坪坝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首届
智博会上，永川区与阿里云计算有限
公司签署协议，共同打造重庆（永川）
人工智能全球交付中心项目。重庆
日报记者9月5日从永川区获悉，该
项目预计今年10月开建，11月正式
投入运营。

据了解，重庆（永川）人工智能全
球交付中心总投资达5.2亿元，项目

包括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人工智能全
球交付中心平台和人工智能全球交
付中心人才培养基地等内容。

其中，人工智能全球交付中心
平台是该项目的重要内容，永川区
将依托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的技术
优势，着力打造这一平台。该平台
建设内容包括交易子平台、人工智
能标记生产平台、人才发展与服务

平台等。预计今年底，平台将首次
上线并开展相关业务。到2019年
底，交易平台预计将实现导入交易
量不低于1亿元、新发展人工智能
产业产值不低于1亿元、税收不低
于 600 万元的目标，带动不低于
2000人就业。

同时，永川区将依托其重庆职
教基地的优势和基础，以及阿里云

大学教学培训资源，建立阿里云（永
川）人工智能人才实训中心。该中
心成立后，将面向永川区高校在校
学生、应往届毕业生提供大数据、人
工智能相关技术的开发、运营能力
培养，并提供线上线下的培训、实验
和认证。到2019年底，拟培训中高
级管理人员200人，专业技术人员
1800人。

携手阿里云打造人工智能全球交付中心
预计10月开建，11月投入运营

永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