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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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艺）9
月19日，第四届中国（重庆）国
际塑料工业展览会在重庆国际
博览中心N3、N4馆开展，为期
三天。本次展会锁定全球注塑
领域新产品、新材料、新科技在
汽车、摩托车、塑料包装、智能
设备、建筑材料、电子信息等行
业的应用，共吸引300余家知
名企业参展，预计将有2万多
名国内外行业专家、采购商相
聚重庆。

展会现场，一大批智能装
备亮相，吸引眼球。如国家首
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博创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展出了
二板智能双色注塑成型系统，
该 系 统 以 博 创 BM800-
260ML 二板多物料注射成型
机为主体，配合横式机械手、六
轴机器人、水口切除、翻转机
构、自动组装、自动输送等设备
组成的无人生产线，完美实现
了一次性无人化生产双色折叠
凳子。

注塑机年产值全国第一的
海天塑机集团非常看重重庆作
为国内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的
产业基础，专程带来了其明星产
品——长飞亚系列电动注塑
机。该系列注塑机解决了零部
件抽插芯等液压驱动问题，让生
产过程全面达到精细化控制，保
证制品的高精度、高重复性。此
外，海天塑机现场还展出了“管
工厂Go Factory”注塑车间信
息化管理软件，让用户通过云技

术和APP平台对注塑机生产制
造过程进行实时智能化管理。

据了解，震雄集团作为全球
注塑机销售量最大的生产企业
之一，今年是首次参展。震雄集
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震雄集团致
力于推动注塑行业的互联网+
智能发展，今年底集团将在全国
范围内推出新服务，用户可通过
互联网技术一键操作后,快速接
入线上服务系统，用手机即可享
受智能注塑机体检与在线人工
维护指导等服务。

此外，本届展会上，台湾
机械工业同业公会首次携十
余家台湾知名企业组团赴渝，
展示台湾注塑机、挤出机领域
的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并
与重庆的相关知名企业进行
一对一交流。

据悉，展会同期还将举办
“2018第六届中国国际塑料机
械产业论坛”“第20届全国塑料
管道生产和应用技术推广交流
会”等20余场会议论坛。其中，
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瞿金平、王
琪等在内的海内外塑料行业专
家和精英将作为论坛嘉宾和参
会嘉宾分享行业发展趋势，并与
大家进行技术交流。

组委会介绍，观众要参观
本次展会，可提前通过微信公
众号“重庆国际塑料工业展”
预先登记获取免费电子门票，
预先登记的观众现场可由绿色
通道优先入场并可获得抽奖券
至VIP观众服务中心抽奖。

300余家知名企业参加中国（重庆）国际塑料工业展览会

一大批注塑智能装备亮相国博中心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
璨）9月1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江北嘴投资集团
获悉，共享办公知名品牌——世鳌国际正式入
驻国金中心。这意味着，重庆高端共享办公市
场又多了一支生力军。

据介绍，此次开业的世鳌国际重庆国金
中心服务办公中心一期占地3000平方米，
共有 39个独立办公间，可以同时容纳近
500人办公，最小独立办公间为2人间。整
个中心实现了智能化办公，包括微信智能打
卡，自助预定会议室等。

据戴德梁行的报告显示，在过去四年内
重庆中小企业以每年平均6万户的速度增
加，截至2017年，已达到72.7万户，数量庞
大的中小企业为共享办公市场未来的发展
打下了良好基础。

据悉，世鳌国际成立于2007年，率先将
服务式办公引入国内，累计服务企业超过
9000家。目前，世鳌国际已在北京、上海、
重庆等8个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布局运营，
投入运营的办公中心超过 16个，运营面
积近10万平方米。

世鳌国际落户重庆江北嘴
打造高端共享办公市场

本报讯 （记者 崔曜）9 月 1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中迪医疗信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迪医
疗）获悉，在首届智博会上亮相的“中
迪医疗大数据智能决策平台”将进一
步升级，继续挖掘医疗大数据背后的
价值。

“以肺癌为例，从实时数据上看，
肺癌在重庆是高发疾病，如果我们能
搜集到足够多的肺癌病人病例、CT图
像，就能找到一些共性的规律。”中迪

医疗大数据智能决策平台首席专家马
新强分析道，这些规律会总结为算法，
辅助医生判断病人是否患有肺癌，减
少病人重复检查的次数。

据统计，该平台目前已有500多
万例影像数据，平均每天更新数据
300多例。“平台已在我市15个区县
铺设，两年后我们希望覆盖到所有区
县。”马新强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智博
会上收到很多专家建议，之后会一一
采用。

渝企挖掘医疗大数据价值
让就诊更便捷、决策更合理

第四届中国（重庆）国际塑料工业展览会展出的智能装备。
记者 杨艺 摄

美化园林景观提升城市颜值

轻轨二号线身为观赏重庆3D城市
最好的景点线路，也是我市开通的第一
条轻轨线，一直以来接待了众多国内外
游客，更是周边群众首选的公共交通工
具。

作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二号线吸引
人的除了可以一览魔幻城市构造，沿线
靓丽多彩的绿化带也是不可缺少的美景
之一。

对于家住轻轨二号线大渡口区白居
寺站附近小区的周先生来说，轻轨沿线
赏心悦目的绿化带，就是伴随他上下班
的最美风景。

“九重葛和黄花槐开花的时候特别
美，我尤其喜欢紫红色的九重葛，每天路
过都要看一看，天气好的时候很适合拍
照。”周先生说，受到绿化带的影响，他家
阳台上也种上了九重葛，家里人都很喜
欢。

近段时间，轻轨二号线西城大道九
中立交至鱼洞大桥段的绿化带正处于更
新阶段，为了防止土壤裸露，大渡口区城
管局播撒了1.2万平方米的硫磺菊和格
桑花种子，成片的花海吸引了众多市民
的关注，也着实让周先生惊艳了一把。

“看惯了九重葛的藤条，没想到草本
植物这么娇艳。我家人还说这周就去买
种子，也要在阳台上种一排。”周先生笑

道。
点上做精、线上出彩、面上成景，大

渡口区通过栽植大量的开花、色叶、季相
变化植物，加强乔灌木的修剪造型，加装
轻轨柱立体绿化，在市区各个路段营造
出极具层次感、色彩感的绿化带。

同时，在立交、主要干道匝道、绿岛
内，利用堆山叠石手法设置景石，与树
木、花草相映成趣，别具一格，赢得热烈
反响。

截至目前，大渡口区已在大渡口立
交、新华立交等中央隔离栏栽植四季开
花蔷薇1万余株，累计改造绿地面积13
万平方米，栽植美人梅、红枫、樱花等开
花观叶乔木1108株，栽植金盏菊、金鱼
草等草花47万余盆，绿化景观园林效果
初显。

优化市政设施增强城市功能

近日，在大渡口区湖荣景苑，居民们
一觉醒来竟发现小区出入口的广场地面
破损塌陷了20余平方米，凹陷了5厘
米，成了挡着居民们归家路上的“拦路
虎”。

“我们这里属于老旧小区，只有这么
一个进出口，再加上旁边还有一个学校，
来往的人非常多，特别影响附近居民们
的出行。”小区居民王瑞芳说。

由于老旧小区设备老化等诸多历史

原因，路面破损塌陷的原因尚不明确，可
修缮问题却是迫在眉睫。

湖荣景苑门口的小广场虽是小区进
出口，可也供往来行人使用，属于人行道
范畴，究竟谁管，成为修缮工作的第一个
难题。

“当时物管的工作人员来看了，不知
道怎么处理，还是我们这里的巷长来看
了之后拍了照，直接回办公室打电话找
的人。”王瑞芳说。

九宫庙锦霞社区巷长赵艳接到小区

楼长通知后，将问题列入“五长制”台账，
汇报至路长、街长，决定立即在现场开展

“马路办公”，迅速拿出方案，解决群众难
题。

“隔天城管部门的人就来了，不但修
好了路面，还帮我们检查了附近的人行
道和隔离球，非常贴心。”王瑞芳笑道，确
诊为自然沉降后，3天时间小区广场恢
复了原样，得到周边居民、学生家长们的
一致好评。

街长、路长、巷长、楼长、店长，“五长

制”工作分别对建成区主次干道、窗口区
域、背街小巷以及楼栋、临街门店等范围
的城市综合管理负责。通过“马路办
公”，大渡口区形成影响城市品质的问题
清单，累计处置 357 件，销号率达
99.1%。

以问题为导向，大渡口区已累计完
成隔离设施品质提升24723米；完成整
治人行护栏8646米、中央隔离栏1703
米、绿化隔离栏5913米、防撞护栏8461
米；完成17座桥梁、4座隧道及下穿道涂
装整治工作。

顺应民生需求服务城市生活

接到传球，程阳巧妙地做一个假动
作轻松晃过对方球员，运球过人，直达
对方篮下，投篮得分。

赢得比赛，程阳兴奋地和朋友一个
击掌，有说有笑地走到公园的直饮水
点，擦擦汗，接上满满一杯水，痛饮一
番。

“我每个周末都会约朋友来大渡口
公园打几场球。以前我们约着打个比
赛，要带一整箱水来才够，搬着够呛。”程
阳说，“现在有了直饮点的水，我们一人
带个水杯就行了。有时忘了带水杯，直
饮点还提供免费纸杯，省了好多事。”

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台，大渡口
公园各种运动场地一应俱全，平时前来

休闲和锻炼的人络绎不绝，今年公园新
配备两个直饮点，又新修了一个公厕，彻
底解决了居民的后顾之忧。

“今年新建的公厕就在南门旁边，
干净清新，造型美观，各种设计和设备
都很实用、人性化。”家住公园附近的罗
女士说，目前公园一共有4座公共厕
所，其中有两座还对公园外开放，方便
过往行人。

在大渡口公园南门，绿植环绕下，徽
派园林风格的公厕为对开门式结构，灰
白的配色简洁淡雅，与公园环境融为一
体，既服务了来公园休闲游玩、锻炼身体
和周边群众的如厕需求，也不失为公园
一道自然和谐的风景。

“城市以人为本，提升城市品质，就
是要努力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居民生活
品质，带给全区百姓越来越多看得见、摸
得着、感受得到的幸福。”据大渡口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区将不断完善城市功
能，优化人居环境，民生实事一件接着一
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力求更精准回应
百姓“最关心、最迫切”的诉求，顺应群众

“看得见、摸得着”的期待。
据了解，今年大渡口区将在区内累

计完成39个直饮点布点，新建改建18
座公共厕所、环卫爱心驿站8座、老旧居
民住宅用水提质工程1000户。

聚力提升城市品质 让百姓生活更美好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大渡口区紧紧围绕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目标，以问题为导向，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绿
化档次，回应群众民生需求，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城市品质逐步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不断上升。

詹米璐 王彩艳 许伟
图片由大渡口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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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口区

智能化与产业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
关系。智能化可视为“过程”与“方式”，其
主体依旧是产业。

9 月 16 日，在重庆市市长国际经
济顾问团会议第十三届年会上，来自
世界 500 强及跨国公司的“高参”们，
就智能化助推重庆产业升级这一专题
建言献策。

智能化助传统制造业增效

当前，重庆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
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
期。

对此，不少顾问认为，通过智能化来
升级汽车、摩托等重庆传统优势制造业，
是重庆的客观需求。

奥特斯集团监事会主席安德罗施表
示，近年来，重庆的电子和通讯等高端科
技产业增长迅速，但像汽车这样的传统工
业仍然是重庆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重
庆希望持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继续巩固
在中国制造业中的地位，必须实施长期策
略，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附加值和智能制
造转型。

ABB集团执行委员会成员方秦介绍
了ABB帮助企业实现智能制造转型的案
例。台湾一家电子制造商，其液晶显示器

和投影仪处于行业领先地位。面对生产
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等挑战，该企业与
ABB开展合作，生产线采用以机器人为
代表的智能化技术，实现了19至32英寸
液晶显示屏生产线自动化生产和柔性制
造。如今，该企业削减了51%的低技能
手工作业，生产效率提高了74%，产量提
高了52%。

“智慧工厂”是必然选择

“以前，联合技术航空系统的生产制
造耗时非常长。”联合技术全球副总裁曼
克介绍，为了提高效率，他们实施了“智慧
工厂”计划。

“智慧工厂”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设
备联网，管理者可随时查看数据；使用来
自SAP（企业管理解决方案）的数据创建
数据图表，实现数据可视化，并提供绩效
分析；开发以用户为中心的应用程序，提
高员工工作效率。“智慧工厂”效果明显，
仅每周用于生产检查的时间，便减少了
40小时。

在本届年会上，不少顾问都提及了
“智慧工厂”，它不仅要求生产上的自动
化、智能化，还能通过系统中枢，对生产中
的各环节进行全程监管、分配、统筹等。

顾问们认为，“智慧工厂”不仅节约人
力成本，提高生产力与效率，还能使工厂
各生产环节透明化、标准化，从而提高企
业的盈利能力。所以，重庆要实现产业智

能化升级，“智慧工厂”是必然选择。
事实上，重庆不少企业已经发现“智

慧工厂”的好处，提前开始布局。今年7
月，市经信委发布消息称，重庆有76个
项目获评2018年度全市数字化车间及
智能工厂称号，既有汽摩、玻璃制造等传
统产业，也有生物制药、液晶面板等新兴
产业，表明重庆企业智能化改造正在有
序推进。

不仅如此，有的重庆企业在相关领
域，还走在全国前列。比如位于南岸区茶
园的盟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近年来先后
参与国家工信部智能制造专项项目“数字
化工厂、车间通用标准”的编写，承担了工
信部智能制造专项项目“电子信息产品智
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物流系统”三个标准
草案的制定及验证工作。

物流业也应实现“智能化”

重庆位于内陆腹地，水陆交通便利，
具有中欧班列（重庆）、长江黄金水道等国
内外物流大通道，又处在“一带一路”和长
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地理优势突出。有
顾问认为，借助这些优势，重庆的物流业
将在国际贸易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以“智能化”升级物流业也是一大趋
势。

东京海上董事长隅修三表示，借助区
块链和智能合约等技术，在国际贸易的物
流环节中，计算机可自动执行订单收发、

进出口申请、运输合同、保险合同、付款结
算、运费和保险费的支付等。他表示，如
果重庆的制造商、贸易公司、银行、运输公
司、海关等都通过区块链网络链接，重庆
公司在代办进出口手续时，所有程序都将
自动并高效地执行。

隅修三的建议，和两路寸滩保税港区
的举措“不谋而合”。今年西洽会期间，两
路寸滩保税港区与慧石慧通公司签约，共
同打造智能外贸单证处理中心。该中心
使用人工智能、机器识别、视觉识别、深度
学习、语义分析等技术，除了能识别
word、excel 等常规文档，还能识JPG、
GIF等图片内容，报关单内容均由相关软
件自动完成，填报报关单的时间，从以前
最少半小时缩短至3分钟。

澳新银行集团机构银行国际业务总
裁范尔翰则表示，未来，自动驾驶技术将
在贸易和产业中产生重大影响，在仓库中
实现全面自动驾驶，将比在道路上乘用车
的自动驾驶更快，因为仓库可提供更加规
范和受控的环境。

在自动驾驶领域中，重庆不仅积极
探索，且收获颇丰。上月，长安汽车表
示，目前他们已掌握了L4级（高度自动
驾驶）的自动驾驶技术，研发水平处于世
界一流。而在重庆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
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组委会也将“i-
VISTA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作为重要
内容，其展示的先进自动驾驶技术，让观
众大饱眼福。

重庆产业升级的最佳方式是智能化
首席记者 陈钧 记者 杨骏 崔曜 实习生 唐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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