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马尼拉 9 月 18 日电 （记
者 袁梦晨 郑昕）亚洲开发银行（亚行）
18日表示，亚行董事会当天批准了一项
1.5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支持中国长江流域
的龙溪河环境综合整治及生态保护工作。

亚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笔贷款
将用于重庆龙溪河环境综合整治与生态
保护项目，该项目旨在支持龙溪河的洪
水治理、清洁水供应和生态保护工作。

亚行说，龙溪河环境综合整治与生
态保护项目将为多项防灾减灾措施提供
资金援助，包括建设生态堤岸、应急避难
广场和应急道路。同时项目还将支持龙

溪河的废水治理和水污染控制、湿地恢
复以及滨河生态景观带建设等工作。

亚行东亚局环境、自然资源和农业
处高级水资源专家拉宾德拉·奥斯蒂说：

“龙溪河流域治理项目将以新方式统筹
防洪、改善水质和生态治理等领域的一
系列问题。”

亚行表示，龙溪河环境综合整治与
生态保护项目是亚行新推出的长江经济
带援助框架下的重点项目之一。该框架
计划在2018至2020年期间提供约20亿
美元的贷款，支持解决中国长江中上游
地区的经济和环境发展问题。

重庆龙溪河环境综合整治及生态保护工作
获亚行1.5亿美元贷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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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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版刊登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重庆日报
记者9月18日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获
悉，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测预报，预计9
月19日夜间至21日白天我市迎来较强
降雨过程，东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余
地区小到中雨。市防指要求各地严格落
实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此次降雨时段主要为20日凌晨到夜
间，累计雨量分别为城口、巫溪、巫山、开
州、云阳、奉节、万州北部、梁平北部50～
80毫米，局地120毫米以上；酉阳北部、黔
江、彭水大部、石柱、忠县、丰都、万州南

部、梁平南部、垫江大部、潼南、合川北部
25~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0～50毫米。

市防指要求各地严格落实24小时值
班值守制度，密切监视水雨情变化，加强
监测预报和预警发布，注意对局地强降
雨的防范，强化水库水电站、山洪地质灾
害易发区、沿江河低洼地带、旅游宿营地
等防洪重点部位及薄弱环节的安全巡
查，对在建水利工程、交通干线要加强管
理，采取临时管制措施，切实做好信息收
集、报送和处置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市防办将对有关区县值
班值守情况进行抽查。

重庆将迎新一轮降雨过程
渝东北可能出现大到暴雨

本报讯 （记者 夏元）利用人工
智能、大数据及云计算等科技手段，“智
慧公交”让市民出行更便捷。9月1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公交集团运营指
挥中心获悉，今年内主城8700多台公
交车将全部完成电子钱包购票升级，届
时乘客可使用支付宝、微信扫码乘车。

“这里是全市公交车大数据中心，
也是指挥公交运营的‘中枢大脑’。”公
交集团运营指挥中心负责人饶明华称，
在两块硕大的显示屏上，一个个游走的
图标显示着每辆公交车进站、出站、行
驶等状态，所有运行信息一目了然。

据介绍，目前主城所有公交车都安
装了智能终端装置，支持移动支付电子
钱包购票只是其中的功能之一，还有
GPS监控系统监督车辆是否存在超
速、赖站、越线等，以及4G视频实时监
控驾驶员是否违规、疲劳驾驶，并及时
传输车内视频画面。

“通过智能化建设，大大提高了公
交车辆调度效率。”饶明华表示，以前
公交排班调度主要是人工操作，执行
固定排班顺序，机械重复且效率低
下。现在通过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实现
智能化调度后，可根据实时客流需求
自动生成发车计划，基于高峰满载率
和最大客流等条件，自动计算符合准
载率的发车时刻表，有效提高调度效
率和乘坐舒适度。

8700多台公交车全部安装智能终端

主城年内实现手机扫码乘公交车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9月1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科委获悉，《重庆
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科技系统贯彻
落实<重庆市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8-
2020年）>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
方案》）近日出炉。《实施方案》提出，要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支撑
引领作用，提升我市大数据智能化产业
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到2020年建成
全国领先的智能化技术创新高地和智
能化应用示范基地。

初步构建开放协同
的大数据智能化产业创
新体系

根据《实施方案》，全市科技系统将
重点围绕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智
能感知、智能物联网、智能机器人、智能
终端、集成电路、云计算大数据（超级计
算机）、人机交互等产业领域，加强前沿
基础理论研究、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技

术创新平台搭建、高端人才引进、高新
技术企业培育、高新产业园区打造、科
技金融支撑，不断增强全市大数据智能
化产业技术供给能力，加快应用示范与
产业培育，发展智能经济，建设智能社
会，初步构建开放协同的大数据智能化
产业创新体系。

预计到2020年，全市科技系统将
在大数据智能、自主智能系统、跨媒
体智能、群体智能等基础理论和核心
技术方面获得重大突破，在关键器
件、高端设备和基础软件等方面取得
一批重要标志性成果，在智能超算、
云计算大数据、智能终端、智能感知
等领域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在智
能感知、人机交互、智能终端、智能机
器人等领域开发一批竞争实力强的产
品，在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智能交
通、智慧医疗、精准扶贫等领域开展
智能化规模应用，实现以智能化引领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推进建设现代产
业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为人民
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建成全国领先

的智能化技术创新高地和智能化应用
示范基地。

建立国家级大数据
智能化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

据了解，《实施方案》共明确了以下
八大重点任务：

强化前沿基础理论研究，包括发展
跨学科复杂智能理论，开展类脑智能前
沿研究，推进类脑智能软硬件技术融合
研发，发展高级机器学习和智能认知理
论等；

加强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围绕大数
据、智能感知、人机交互、智能物联网等
重点产业领域创新发展需求，从共性关
键技术研发、产品开发与产业化、实用
技术推广应用示范进行全链条布局，加
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策划实施一批市
级重大科技计划项目等；

推动重点领域产品研发应用，包括
面向重庆3C、汽摩、无人装备、医用、助

老助残等应用领域，促进智能机器人、
智能传感与控制、智能检测与装配等智
能装备的研发、应用及生产，形成智能
机器人标准体系等；

加快创新平台建设，建立并完善面
向大数据智能化产业的公共数据资源
平台、标准测试数据集、云服务平台、骨
干网通信与数据收集平台等，建设高水
平大数据国际合作基地等；

大力引培高端科技人才，包括实施
高端人才重点支持计划“鸿雁计划”等，
着力引进国际顶尖人才及团队，集聚一
大批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等；

培育优质市场主体，加快推进传统
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持续实施科技型企
业培育“百千万”工程，加快培育引进以
高技术性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为重点
的科技型企业，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型领军企业，采取“一事
一议”方式加快培育“独角兽”企业；

构建多层次创投体系，加快完善股
权投资、债权融资和众筹募资三大创投
体系； （下转2版）

提升重庆大数据智能化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

重庆科技系统将实施八项重点任务

习近平分别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爱沙尼亚总统卡柳莱德、
拉脱维亚总统韦约尼斯、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

（据新华社）

本 报 讯 （首 席 记 者 陈 钧 记
者 杨骏 实习生 唐璨）9月18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中新南向通道（重庆）物流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向通道公司）
了解到，当天上午11点，南向通道青海班
列已正式发出，预计在3天后抵达重庆进
行货物集结，然后从重庆出发，约20天后
抵达印度蒙德拉港。

本次南向通道青海班列的货源组织
方为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货物
为PVC（聚氯乙烯树脂）。此前，该集团
主要进行国内贸易，所以其运输集装箱
以铁路集装箱和散装运输为主。若进行
国际贸易，该企业需要在港口将货物换
至海运集装箱中。而本次，南向通道公
司从重庆直接调运海船集装箱进入青海
格尔木，减少了换箱、换装的环节，实现
了原箱“门对门”运输。

今年6月，青海与重庆、广西、贵州、
甘肃签署了《青海省加入共建中新互联
互通项目南向通道工作机制备忘录》，标
志着青海省正式加入共建南向通道工作

机制。本次南向通道青海班列的首发，
也是青海省加入南向通道工作机制后的
具体行动。

此外，今年8月30日，在“一带一路”
国际物流合作论坛上，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商务厅也签署了《关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加入共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
道工作机制的备忘录》。这意味着，目前
共建南向通道的城市已扩大至六省区市，
分别为重庆、广西、贵州、甘肃、青海、新疆。

事实上，南向通道一直积极地向各
兄弟省市抛出“橄榄枝”。今年4月20
日，渝桂黔陇四地政府在重庆召开中新
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中方联席会议。
会上，重庆发出《关于合作共建中新互联
互通项目南向通道的重庆倡议》，希望共
同将南向通道建设成为有市场竞争力、
货源组织有保障、多种运输方式良性互
补、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国际陆海贸易
新通道。南向通道公司表示，南向通道
会按照“三统一”原则进行操作，即统一
品牌、统一规则、统一运作。

南向通道青海班列昨日首发

3天抵达重庆进行货物集结
合作“伙伴”扩大至六省区市

购物商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来掌
握人流；建筑工地通过自动空气净化系
统降低扬尘……智能化引领城市发展，
正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

9月15日至16日，重庆市市长国
际经济顾问团会议第十三届年会圆桌
会议（以下简称年会）用一个专题来讨
论智能化与城市发展。来自世界500
强企业，以及知名跨国公司的顾问们认
为，智能化已是大势所趋，未来在城市
的各个角落，智能化的应用场景将随处
可见。

智能化已渗透城市日常生活

“我们在渝北区的工地，能够通过
自动空气净化系统检测 PM2.5 和

PM10含量，若污染物超标，系统则会
用洒水设备减少有害颗粒物。”怡和集
团行政总裁班哲明·凯瑟克在年会上
说。

其实，不仅是怡和集团，许多由企
业或政府推动的智能化应用，已越来越
多地出现在重庆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如今，在重庆机场，无纸乘机、刷脸
通关、行李可视已成为现实；在医院，远
程会诊的医疗手段被广泛使用；在商
店，刷脸支付也不再陌生……重庆市民
生活中的许多“琐事”，在不知不觉中变
得智能起来。

最近，重庆高速公路武隆服务区、
璧山大路服务区等相继建起了智能化

“无人餐厅”。身高1.6米的服务机器人
“艾米”，就在璧山大路服务区的“无人
餐厅”上班。今年，这样的餐厅还将在
渝蓉高速围龙服务区、九永高速健龙服

务区等地布局。
“在推动智能发展中，智能化应用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市商务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智能化是为了实现高质
量发展，其最终目的是给百姓创造高品
质生活，重庆将充分发挥好大数据和智
能化在商用、政用和民用领域的价值。

5G为人工智能发展奠定基础

发展智能化，重庆的优势也很明显。
爱立信集团高级副总裁柯瑞东在

年会上表示，5G网络为发展人工智能
奠定了基础。与4G相比，5G网络的性
能大幅提升，不仅其数据速率是4G的
10到100倍，更重要的是，5G具备近乎
实时的超低延迟，该特性可以让4G无
法实现的许多应用成为可能。

“如果说前几代移动通信技术是为

人类交流而生，那么5G则是专为机器
打造的。”柯瑞东说。

在此领域，重庆已抢占先机。重庆
日报记者了解到，重庆已成为三家基础
电信企业同时开展5G试点的全国六大
城市之一，5G建设走在了全国前列。

今年4月，重庆市第一张5G试验
网——重庆移动5G试验网在两江新区
开通。其后，重庆联通联合产业链相关
单位，也在重庆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顺
利开通了5G试验网。

重庆市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伴随着5G试验网开通，重庆5G建
设已进入加速期，5G发展大幕已经开
启。接下来，重庆将围绕车联网、自动
驾驶、智慧城市等开展应用示范和应用
探索。预计到2019年，重庆移动5G网
络有望开始试商用，2020年正式商用。

（下转3版）

智能化引领城市发展 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记者 杨骏 实习生 唐璨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9 月 18
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主任会议
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主持会
议。

会议听取了市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
免事项的说明，听取了市高法院、市检察
院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汇报，听取了市
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关于拟提请市人大
常委会审议有关辞职请求事项的汇报。

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市高法院、市检
察院关于办理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进展情况的汇报，
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关于市人
大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部门办理市五
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
见进展情况及督办工作情况的汇报。

会议还听取了市人民政府关于《重
庆市人大常委会对〈重庆市人民政府关
于2017年度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
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汇报，听取
了关于《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
的汇报，听取了市人大财经委关于《重庆

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十三五”规划纲
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工作的调研方案
（草案）》的汇报和关于《重庆市天然气管
理条例（修订草案）》的汇报，听取了市人
大内司委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视察
组关于我市“七五”普法决议中期执行情
况的视察报告》的汇报，听取了市人大农
委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重庆市河道管理条例〉实施情
况的报告（送审稿）》的汇报，听取了市人
大城环委关于《重庆市民用航空条例（草
案）》和关于《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重
庆市城乡规划条例〉实施情况的工作方
案（草案）》的汇报，听取了市人大教科文
卫委关于《重庆市全民健身条例（草案）》
的汇报，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
关于《重庆市宪法宣誓实施办法（修订草
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市人大常
委会办公厅关于举行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补充事项的汇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学普、杜黎
明、张定宇、王越，秘书长龙华出席会议。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主任会议举行
张轩主持

新华社北京 9 月 18 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文献》一书，近日由外文出版社以英文、法文、西班牙
文、德文、日文、俄文、阿拉伯文等7个语种在海内外出版发
行。

该书收入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
报》等11篇重要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多语种版出版发行

9月17日，在重庆公交运营指挥中心，技术人员正在对主城公交运行的数据进行分析，及时优化调度，使车辆运营更加高效。
记者 罗斌 摄

市 长 经 济 顾 问 团 建 言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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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品质提升 能耗降低不少

铜梁这家水泥企业高质量发展有诀窍
大数据绘制两江四岸394公里立体长卷

——你身边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设处处“智”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