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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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重庆日报记者9月11日从市
经信委获悉，根据中国两化融合服务平台抽样（1357家企业）
评估，截至2018年8月底，重庆企业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得分
53.8，排名全国第6位。

中国两化融合服务平台还同时发布了其抽样评估的重庆
工业智能化其他数据——实现网络化协同的企业比例达
28.6%，工业云平台应用率37.4%，生产设备数字化率41.2%，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73.4%，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48.6%，智能制造就绪率8.7%。此外，重庆企业两化融合发展
进入起步建设阶段（初级）占比19.7%，单项覆盖阶段（中级）占
比55.7%，集成提升阶段（高级）占比20.6%，创新突破阶段（卓
越）占比4%；50%以上的企业正向集成提升高级阶段迈进。

市经信委智能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市着力支
持工业智能化发展，目前已经面向全市遴选和建立2018年
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项目库，入选项目213个，总投资近130
亿元。中移物联网“OneNET平台”、中科云丛“人工智能基
础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入选国家发展改革委“互联网+”重大
工程；重庆长安汽车、集创家、长安民生物流、中船重工海装
风电、重庆齿轮箱等5个项目入选国家级制造业与互联网融
合试点示范；重庆联通、重庆信息通讯研究院、猪八戒3个平
台入选国家级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双创试点示范平台；长安
汽车成为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隆鑫通用、海王联控、
智能水表集团、新标医疗、猪八戒等5个项目入选国家级服务
型制造示范企业。

为做好两化（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工
作，今年重庆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推荐试点企业30家，确定市级
试点企业44家。全市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建设的企业
共248家，其中59家企业通过国家评定，58家企业被确定为市
级示范企业。2018年重庆市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支持重点
项目79个；认定重庆市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76个。

今年6月，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与重庆合作共建国家级工
业大数据制造业创新中心，以推进工业大数据技术研发、创
新发展和应用，助力工业互联网发展。重庆邮电大学、重庆
信息通信研究院两个项目获2018年国家工业互联网创新发
展专项资金支持。

抓住国内典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及云服务企业在全国布
局的机遇，重庆着力引进、培育了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及云
服务企业。航天云网、京东云、浪潮云、用友网络等领先企业
将在渝布局建设工业互联网区域总部、工业互联网平台、数
据中心、创新中心等；树根互联、智能云科、紫光云、SAP等重
点企业有望来渝布局工业互联网发展。

此外，重庆一些传统龙头企业也通过工业互联网建设和
应用实施企业智能化升级。长安汽车建设汽车全价值链智
能化运营云平台；宗申集团结合制造优势打造忽米网工业互
联网平台，现有工业注册用户7792家；隆鑫通用围绕产品设
计、工艺、制造、检测、物流管控等，建设企业信息系统协同平
台，创新数字车间模式，促进生产效率提高13%以上、运营成
本降低12%以上、产品研发周期缩短15%以上、产品不良品
率降低12%以上。

中国两化融合服务平台抽样（1357家企业）评估

重庆企业两化融合发展水平
得分53.8

本报讯 （记者 白麟）长安汽车日前
与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基于在新能源
汽车产品开发、市场拓展及车联合作等方
面的共识，通过制定车、桩、网、电的系统解
决方案等途径，努力为用户打造一个便捷、
实惠、舒适的充电生态系统，合力引领并推

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
接下来，国网电动汽车将配合长安

汽车，为用户提供最优的充电解决方案
和车辆租赁、销售方案。同时，双方将
共同开发设计制造符合国网使用特点需
求的最佳产品，协商制定服务保障方案，
国网电动汽车将配合长安汽车完成新能

源电力专用车辆产品需求调研和产品开
发工作。

此外，长安汽车将与国网在“互联网+
出行”方面展开紧密合作，利用各自产业链
优势，将智能车联网技术应用于实践，实现
应用平台及APP数据交互、服务及出行大
数据共享等。基于上述前提，长安新能源

用户可优先使用国网的充电设备，并享受
优惠电价。

在充电生态系统方面，双方将联合研
发下一代大功率充电系统。据了解，使用
大功率充电系统有利于节省充电时间与
成本，为用户带来更快捷更安全的充电体
验。

长安汽车与国网电动汽车合作

联合研发下一代大功率充电系统

“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早在
1972年就已开始，英国利兹大学尝试用
人工智能的算法进行腹部疼痛的判断，后
来美国斯坦福大学也开发了一些人工智
能医疗检查程序。”8 月 23 日，在腾讯

“云+未来”重庆峰会上，腾讯医疗健康事
业部技术委员会主任钱天翼表示，随着人
工智能的不断发展，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医
疗领域又涌现了一大批新的成果，腾讯首
款AI医疗平台——“腾讯觅影”就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据悉，“腾讯觅影”拥有50多位博士
学历以上的算法科学家，以及著名的医疗
专家和产品专家，利用图像识别、大数据
处理、深度学习AI技术等，助临床医生进
行疾病的筛查和诊断，提高临床医生的工
作效率和诊断的精准度。

据统计，目前，“腾讯觅影”已经在全
国100多家三甲医院上线，其中与重庆7
家医院进行了深度合作。“‘腾讯觅影’主
要致力于食管癌筛查、早期肺癌筛查、乳
腺癌分析，还包括糖尿病基于AI技术的
算法开发等。”钱天翼称，腾讯在医疗行业
的定位是做医疗行业的数字化助手，为医
生、医院及用户提供更多优质的服务。

那么，具体来讲，腾讯要如何做好数
字化助手？

钱天翼介绍，“腾讯觅影”可以为医疗
机构提供综合的云服务解决方案，基于腾

讯强大的云服务能力，提供一个专业的高
可用性、高安全性和高稳定性的服务。

第一是智慧医院的解决方案，将腾讯
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技术与医院
的临床业务、教学系统、运营系统相结合，
整体提升医院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提
升医院的工作效率。

第二是便民互通共享服务监管一体
化的区域卫生解决方案，构建全民健康数
据中心，面向全区域，实现数据的共享交
换和医疗卫生管理，包括医疗服务质量、
药品流通和使用、医疗服务评价等把控。

在他看来，AI风头正劲，但对于医院
和患者来说，AI+医疗，有用才是硬道
理。比如说，大医院人满为患，专家号源
有限，有的专家一上午要看150个患者，
但其中很多患者需要的是常规诊疗；又比
如检查不全需要开检查单，复诊患者只是
来开药等，如何让病情紧急、疑难杂症的
患者更快获得专家级别的接诊？

通过一系列研究，腾讯开通了精准
预约服务。比如，针对甲状腺手术患者，
它的判断有几个依据：一是检验结果，有
几项能够知道患恶性甲状腺的风险有多
大；二是B超报告，医院的B超会对甲状
腺结节进行风险评估，超过一定级别，综
合相应指标后，如果系统判定为高危患
者，腾讯就会为患者提供专家诊治的绿
色通道。

AI+医疗，有用才是硬道理

“腾讯觅影”助临床医生筛查和诊断疾病
本报记者 张亦筑 陈维灯

2018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现场，腾讯AI医疗平台——腾讯觅影。
重报集团记者 任君 摄于8月23日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
主人公保尔·柯察金说：“一个人
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回首往
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
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
耻。”

在江北区有这样一群优秀
教师，临近退休，他们依然兢兢
业业，他们说：“教育要有始有
终，不能因为快要退休就有所懈
怠。”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用深厚
的学养将莘莘学子送入一流学
府，让懵懂孩童成长为翩翩少
年。学生说，他们身上有光；家
长说，这样的老师很赞。

回首来路，他们的教育人
生因认真而充实，因爱而饱满；
展望未来，即便即将离开三尺讲
台，他们仍不忘初心，努力教好
书育好人。

数十载坚守 用心成就每个学生江北
“孔孔”让学生爱上数学“朱妈妈”圈粉学生和家长

让数学带给学生
更多思考和快乐

“孔孔的数学课是一种精神，一种氛围，通
过玩笑、互动和交流传达数学的奥秘。”“孔孔
老师身上有光，让我们发现数学的美。”……

这些真挚的话语都来自十八中教师孔祥
安的学生。听着学生亲切又略带顽皮地称呼
他为“孔孔”，一定想不到孔老师是一位有着31
年教龄的老教师。他不仅受学生欢迎，还有卓
越的教学成就：重庆市首批教学专家工作室专
家，获得正高级职称、特级教师荣誉，数年来在
数学相关学术刊物上刊发论文20多篇，荣获
市政府颁发的教学成果一等奖……

面对荣誉与外界称赞，孔老师最常挂在嘴
边的话就是：“我和别人没什么不一样，就是一
名普通的数学老师。”但如果亲临孔老师的课

堂，就一定会被他幽默风趣的语言、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的渊博学识和对数学的热爱所吸引。

“数学学习应该是快乐的，要让学生觉得
数学有趣、有用，他们才会喜欢。”孔祥安说。
因此，他在课上常常从生活出发，教会学生思
考，通过思维的创造，让学生即便面对没有做
过的题都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从教30多年，孔老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常常到校外上公开课、示范课，也经常有校外
老师来听他的课。此前在字水中学、鱼嘴中学
献课过程中，他在课堂上最大限度调动了学生
的积极性，让学生感到数学学习的快乐，学生
和在场听课老师都感到受益匪浅。

从高一到高三，学生和孔老师积累了深厚
的感情，这也源于孔祥安总是对学生充满感
情。对成绩差的学生，他从来不打击，一句“同
志，还要努力哟！”让学生欣然接受，感激老师
的宽容并暗暗努力。

9月开学，孔祥安又接手一届学生。虽然
还有4年就要退休，离开他熟悉热爱的讲台，
但孔祥安认为，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在讲台上
上好每一堂课，不能因为快要退休就在教学上
有所懈怠，教育一定要有始有终，这也是对学
生的积极影响。

站好班主任的
“最后一班岗”

“上课铃儿响，安静快步进课堂……”新学
期开学，观音桥小学教师朱蔓作为班主任又接
手一届新生，正在课堂上教孩子们学校的纪律
和规矩。

此前，有不少人对朱老师说：“你还有一年
就退休了，再去接一年级多累呀。”朱老师回
说：“正是因为我要退休了，才要站好这‘最后
一班岗’。”

这话怎么说？朱蔓说：“一年级最重要的
是培养学生良好的日常行为规范和学习习

惯。我在这方面有经验，把一年级的娃娃带好
了，对他们今后的学习有很大帮助，也让后面
的老师带起来得心应手。”

如何站好这“最后一班岗”？朱蔓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教规矩，养习惯”。她给学生立的
规矩自己也一定做到。比如朱老师要求学生
上学不能迟到，自己30多年来没有迟到过一
次；她要求学生不能留指甲，每周检查指甲前
都先给学生看自己的指甲；要求女生不能穿吊
带裙，她每天的衣着都是规范得体……看似严
厉的要求，实则是对学生真正的关心与爱护。

朱蔓对学生的爱是发自内心，并且关注到
每一个小细节。班上有学生生病住院，她总是
会前往医院探望，并让学生每人捐一个鸡蛋，
写上对同学的祝福和自己的名字。运动会突
然下雨天气变凉，她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学生
身上，让一旁的家长感动不已。

刚刚毕业的六年级班级，是学校出名的
“雷锋班级”。“当初创建雷锋班级就是要告诉
同学们助人为乐，并且明白做好事不是一天两
天，贵在坚持。”在她的带领下，班上的学生编
成小组，在每天的大课间为全校教师办公室倒
垃圾，从一年级坚持到六年级。“看似倒垃圾的
小事，让学生学会待人接物、与人相处，养成持
之以恒的良好品质。”朱蔓说。

朱蔓对学生的爱和用心、责任心，得到学

生和家长的一致认可。学生、家长、连爷爷奶
奶都亲切地叫她“朱妈妈”。她说：“因为学生
的喜爱和家长的信任，我更要对得起教师这
个岗位，时刻谨记自己的责任，站好‘最后一
班岗’。”

朱老师对学生的关心非常细致，家长们都称呼她“朱妈妈”。她平时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
格，尤其是在习惯和思想上，她的严格要求也让学生养成了很多好习惯，作为家长非常感谢有这
样的好老师。

——观音桥小学学生夏叶睿妈妈

在新的人生旅程中，我或许会遇到更多挑战与困难，比我攻克一道道数学难题困难得多。
但是我坚信，由害怕到喜爱数学的经历是我克服困难的宝贵财富，而孔老师的告诫和温暖话语
将伴随我一生，成为指引我前行的重要力量。

——重庆十八中2018级学生 余舟飏

教育声音>>>

朱蔓老师与孩子们一起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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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安老师的数学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