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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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庆，“两江四岸”不仅是长江上
游重要的生态廊道，还是集中展示重庆
山城、江城特色的景观廊道。

不管你是否身在其中，如果想将超
大画幅的两江四岸景观尽收眼底，请别
着急！重庆市勘测院已经利用测绘高新
技术获取高清影像，将两江四岸的景观
无缝拼接为高精度立面影像图，形成约
394公里滨江立体长卷。

不久后，你在手机上通过“重庆规
划”微信公众号进入“公众参与规划”频
道，就可纵览两江四岸立体长卷，评赞重
庆山水人文风情。

事实上，重庆市规划局（重庆市测绘
地理信息局）、重庆市勘测院近年来在大
数据应用方面积极探索，在城乡规划建
设、社会民生方面大胆创新，通过一系列
有效的措施，让巴渝大地更具智慧之气。

大数据
绘就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重庆是典型的山地地形，实现不破
坏山体开展道路设计的难度相比平原城
市更大，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论证。”重庆
市勘测院副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薛
梅介绍，基于多年支撑规划的经验，重庆
市勘测院开展了“3D+”规划设计技术研
究，将城市、山脉、河流的原貌进行还原，
形成一个高精度的虚拟3D沙盘。

“在这个沙盘上，能够快速形成道路
设计方案建成后效果，评估道路对现状地
形地貌的影响，边坡高度、道路坡度，甚至
连土石方量都能同步一键测算。这种技
术在为道路规划工作提供协同设计、快速
优化的技术支撑的同时，还能避免建设后
大挖大填，破坏城市景观。”薛梅解释说。

“3D+”规划设计技术，目前广泛应
用在规划编制、规划管理、城市设计等工
作环节中，并支撑了重庆各大园区的开
发建设工作。在生态发展、绿色优先的
准则下，该技术也将应用在全市两江四
岸品质提升、广阳岛生态旅游岛等多个
重点项目上，为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自动化监测平台
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运行

今年智博会，对于举办场地悦来国
际会议中心来说是一次“大考”。3天吸
引50多万人次观展的背后，离不开城市
基础设施安全监测大数据平台的保障。

“我们针对悦来国际会议中心南北
展馆、多功能厅、会议中心、台地在内的
钢结构系统、屋面系统、铝格栅系统进行
了应力应变监测、挠度监测、风速风向监
测和温度监测。”重庆市勘测院副总工程
师，正高级工程师滕德贵介绍，该平台同
时还采用了光纤光栅传感器、静力水准
传感器、应力应变传感器、风速风向传感
器、视频监控等多种类型设备对悦来国

际会议中心的设施进行远程监测，并将
监测数据实时回传至监控中心，实现了对
监测对象的全天候自动化监测，最大限度
地保证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运营安全。

目前，该平台已在济南、天津、福州、
新疆等地推广应用。

三维地图
搭建智慧社区智慧乡村

2017年9月，重庆市勘测院联合渝
中区石油路街道启动其辖区内智慧社区
建设。2018年3月，集景智慧社区平台
在石油路街道正式上线运行，发动100
余名社区网格员、城管志愿者以及上千
余名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共治，半年累计
解决1万余件民生实事。前不久，石油
路街道成为重庆首个获批国家级智慧社
区管理服务标准化试点。

智慧社区正是基于一张三维地图搭
建起来的——重庆市勘测院以街道为单
位整体推进，将三维地理信息、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与社区服务深度
融合，研发集景智慧社区平台。用一张
三维地图，整合社区治理方方面面信息，

为基层政府精细化管理、社区网格化治
理、居民便利化生活提供智慧支持。

据了解，社区三维地图整合了社区
人、事、地、物、情，实现街道-社区-小
区-网格-楼栋5级信息管理，推进社会
治理精准化智能化。通过三维地图，可
查看社区任意楼栋里实有人口详细信
息，以及低保、失业、残疾人、党员等10
余类关注人员的分布位置及个人情况，
开展精准帮扶；也可以围绕城市管理、社
区治安、安全生产、纠纷调解等，发动网
格员、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多方力量参与
社区自治，报事、审批、处理通过手机
APP一站式解决，将过去被动应对问题
转变为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今年，市勘测院还将智慧因子引入
乡村。在北碚区金刀峡镇，市勘测院整
合当地土地、人口、经济、旅游、基础设施
等资源，形成乡村信息“一张图”，建立起
具有农村农业特色的数据服务体系，支
撑乡村治理、精准扶贫等，还帮助该镇利
用区域文旅资源丰富的优势，结合三维
地理信息技术，实现全域旅游的虚拟展
示及实景体验，让乡村旅游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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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晓静

本报讯 （记者 韩毅）9月
1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亮相首届
智博会的重庆子元科技有限公司
获 悉 ，该 公 司 自 主 研 发 的
VOIDGEAR感知交互系统，突破
VR行业多项关键技术，让体验者
更加身临其境。该技术可应用到
军事训练、智慧旅游等多领域。

子 元 科 技 研 发 的 这 套
VOIDGEAR感知交互系统，融合
并突破了“力反馈技术”“全身动作
映射技术”“九轴虚拟定位技术”

“无限位移技术”等多项技术，获得
7项国家专利（实用新型专利6项、
外观专利 1 项），多个技术指标排
名全国前列。

“这套系统可进行实时动作
映射、触觉还原，并与视觉、听觉、
触觉的感知实现智能交互。”该公
司相关负责人称，相比传统VR

装置，该系统除了眼镜设备外，还
集成了无限运动平台、智能穿戴
设备、力反馈控制器等器件。其
中，无限运动平台可让体验者自
由行走和奔跑；智能穿戴设备搭
载有“全身动作捕捉系统”“全身
力反馈系统”部件，以及在人体躯
干上布有6个传感器和振动马达
固定带；力反馈控制器可通过混
合输入不同的脉冲信号，实现复
杂振动。

换句话说，这套设备可将虚拟
世界中的爆炸、冲击、中弹等模拟
并表现出来，让人感知。比如，中
弹或被击打时，体验者有疼痛感。

据悉，目前这套系统已应用到
重庆部分区县的警察训练中。此
外，预计今年底，该系统还将在观
音桥步行街设置体验区，届时市民
可现场体验。

重庆企业开发感知交互系统

多项技术指标排名全国前列

我市首个公共机构智慧能源项目落户璧山区
➡记者9月17日获悉，璧山区机关事务局已与重庆辉腾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辉腾能源），签订重庆市首个公共机构综合智慧能源示范项
目合作协议。辉腾能源将在璧山区政府办公区域安装光伏屋顶、光伏幕
墙、光伏停车棚+充电桩以及光伏自适应智能灯，全部运行后将节约40%
的用电量。 （记者 张莎）

重庆市智慧园区服务联盟成立
➡9月18日，重庆市智慧园区服务联盟在南岸成立。该联盟是由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西部分院（重庆信息通信研究院）牵头成立的跨行业、
开放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将围绕打造产业生态、加强示范引导、开展
应用推广、强化建设服务、开展决策咨询、提供技术支撑和加强交流合作
等工作，助力重庆推进智慧园区建设。 （记者 黄光红）

本报讯 （记者 崔曜）9月18
日，重庆渝丰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渝丰公司）正式发布了该公
司在智博会上展出的全球首款网络
神经电缆，并于即日起上市销售。

据介绍，该网络神经电缆有类
似人一样的“触觉”，可以感知“热”

“痛”“断”。首先是“热”，通过对全
线路温度实时监测，电缆过热会立
即报警；还可以感知“痛”，电缆如
果被偷盗、破坏，会马上反馈给后

台的安保人员；如果电缆断路，系
统能定位具体的断路位置，缩短抢
修时间。

目前，网络神经电缆已拿到美
国和国内专利。除了网络神经电
缆，渝丰公司一同发布的新产品还
有电子加速线和百年长寿命电线，
相比普通电线，两款新产品在安
全、性能、寿命方面有很大提升。

该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郭泽武表
示，三款新产品同时面向海外销售。

重庆造全球首款网络神经电缆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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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
于2018年9月22日一24日，从渝中区中山
三路128号投资大厦搬迁至江北区东升门路
63号江北嘴·金融城2号T1栋办公。新办公
地址于2018年9月25日起正式启用，原办公

地址同时停止办公。原办公电话保持不变。
联系电话：023-63612289
邮 编：400023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9日

搬迁
公告

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公告
以下矿山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已届满，根据《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第七条规定，采矿许可证自

行废止，特此公告。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2018年9月19日

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名单

﹝2018﹞003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矿山名称

重庆安吉尔科技有限公司龙派矿泉水厂

重庆市南岸区二塘村地热水

重庆市江北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铜锣峡温泉

重庆望江工业有限公司温泉

重庆利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璧山县青杠镇地热水

重庆市北碚区童家溪中安翡翠湖地热

重庆蓝越建材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綦江县长宏煤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綦江区成远煤业有限公司黄矸塘煤矿

重庆市綦江区成远煤业有限公司紫龙煤矿

重庆市涪陵区贵鑫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佳玉矿业有限公司卷洞倒角硫铁矿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重庆市南川洞湾铝土矿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重庆市南川灰河铝土矿

重庆联创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兴隆煤矿

重庆四兴煤业有限公司建设煤矿

云阳县农坝镇粉石英矿

铜梁县西泉煤业有限公司半坡煤厂

开县狮子梁煤矿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号

C5000002010078130071408

C5000002009041130015655

C5000002012121130128422

C5000002011011130105424

C5000002009041130015631

C5000002009041130015637

C5000002011037130108786

C5000002009041130018279

C5000002009041130019562

C5000002009041130023155

C5000002009041120019452

C5000002011016130105432

C5000002009043130015586

C5000002009043130015588

C5000002009061130020507

C5000002009041130024931

C5000002009047130015619

C5000002009041120020000

C5000002009041130019491

采矿许可证有效期

2016/7/19至 2017/1/27

2017/8/15至2018/8/14

2012/12/11至2017/12/11

2016/1/22至2017/1/21

2009/4/19至2013/12/19

2009/4/14至2009/4/14

2011/7/26至2015/9/18

2015/10/29至 2018/1/31

2016/6/12至2017/12/30

2016/6/12至2017/12/30

2013/12/1至2016/12/1

2016/3/7至2018/3/26

2016/11/7至2017/5/7

2016/11/9至2017/5/9

2015/6/3至2018/6/3

2013/5/21至2017/4/21

2010/12/13至2011/9/30

2013/5/3至2014/5/29

2010/12/30至2011/6/30

公告
奉节县夔州矿业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8日，奉节县人民政府对奉节县夔州矿业有限公司铁佛煤矿（以下简称“铁佛煤矿”）实施了永久性关闭。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规定，你单位应自铁佛煤矿关闭之日起30日内，向我局申请办理
铁佛煤矿采矿许可证注销登记手续，但至今未申请办理。我局已向你单位发出《关于限期注销采矿许可证通知》，责令你单位自收到
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我局申请办理铁佛煤矿采矿许可证注销登记手续。逾期不办理，我局将依法吊销铁佛煤矿采矿许可证。

因你单位及相关人员下落不明，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关于限期
注销采矿许可证通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重庆市国土房管局
2018年9月19日

为进一步加强党支部建设，以
党建引领促发展，用爱心帮扶暖童
心。近日，国网重庆信通公司机关
党支部与重庆丰都特殊教育学校
党支部开展结对共建，通过组织共
建、活动共办、载体共用、人才共育
的方式，不断加强党支部建设，改
进组织生活、丰富活动内容，增强
活动实效，履行央企社会责任，共
促共建，使爱心帮扶落到实地。

该公司从 2011 年通过开展
“国网春苗之家”援建重庆丰都特

殊教育学校，持续多年通过开展
“国网情深·心愿成真”、“点亮求学
梦”等各类活动关爱特殊教育儿童
成长。该公司爱心志愿者与学校
师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本次活动中，双方签订了党
支部结对共建协议书。公司爱心志
愿者向特教学生发放了绘本、水彩
笔、笔记本等爱心用品。与此同时，
他们还参观了学校“职业实训作品
展览室”，栩栩如生的红楼梦人物画
像、水浒人物剪纸及精美的刺绣作

品，令爱心志愿者们赞不绝口。
“由于先天的残疾，这些孩子

是不幸的。但在各级党委、政府的
关怀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经过学
校的精心培养，他们不仅快乐地学
习、生活，还拥有了不凡的手工技
艺，使他们的童年生活更精彩！”国
网重庆信通公司机关党支部书记
莫婷表示，希望通过党建结对活
动，让爱心帮扶一直延续下去，为
这些可爱的特教儿童擎起一片健
康成长的蓝天。 杨渝海

国网重庆信通公司开展党支部结对共建活动

（上接1版）
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

夫在年会上表示，作为中国首批5G示范应
用城市之一，重庆应积极探索5G相关应用
落地，并接受5G对相关产业的技术赋能。

“5G网络有望成为新兴智能制造基
础设施的必要组件，并为智能网联汽车、
物联网、大数据和智能产业的新服务提
供创新平台。”史蒂夫·莫伦科夫说。

建议成立市长数据分析办公室

政府如何对智能化进行有效引导，

让智能化成果服务城市？
ENGIE集团荣誉主席热拉尔·梅斯

特雷在年会上给出“金点子”：建议重庆
借鉴海外成功经验，成立市长数据分析
办公室。

热拉尔·梅斯特雷认为，建设智慧城
市是一个国际性趋势。目前来看，美国、
英国等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有一些成功
经验。比如，纽约成立了市长数据分析

办公室，并颁布了《纽约市开放数据法
案》，通过完善组织体系，用法律法规保
障数据开放。

数据开放之后，纽约在城市治理方
面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如城市下水道的
治理，此前纽约很多餐馆往下水道倾倒
食用油，造成大量下水道堵塞，但因为纽
约有大量餐馆，环保部门挨个检查效率
较低。

数据开放之后，纽约从企业诚信委员
会获得所有餐饮企业处理废弃油脂支付
的服务费数据，筛选出没有付费的餐饮企
业进行排查，排查的准确率达到95%。

此外，纽约相关部门还根据房屋的
年龄、排放等数据进行分析，对火灾预测
的准确率也从25%提升到70%，大幅降
低了城市风险。

热拉尔·梅斯特雷表示，政府一定要
用大数据和智能化来管理城市，这将有
利于重庆建设成中国领先的智能化技术
创新高地和智能化应用示范基地。

智能化引领城市发展 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