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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报刊

在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美对华政策演讲的两个月前，星
巴克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它将借助阿
里巴巴旗下平台和配送体系，在中国提供全面外送服务。美
国媒体解读说：贸易战未能阻止美企在华发展的脚步，“这足
以证明中国国内市场的力量”。

在中国企业助力下，开拓中国市场近20年的星巴克，雄
心勃勃地开始了商业新探索。根据最新增长计划，它预期到
2022财年在中国内地总营收将达到2017财年的3倍多。

遗憾的是，尽管讲述中美互利共赢的“星巴克故事”越发精
彩，但它正从美国一些政客的记忆中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
种哀怨而又自大的心态。美国领导人的演讲将此展露无遗。他
老调重弹了中国的成功是“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的“吃亏论”，
并再度附和了美国政府宣扬的“我们重建了中国”的“美国恩赐论”。

这样的论调同美国政府一贯标榜的“美国优先”以及美
国领导人在演讲中反复强调的美国“领导作用”一脉相承，并

不令人意外。只不过，如果“美国优先”“美国老大”的执念太
过强烈，就转为唯我独尊、不可一世，甚至走向“坏的都是你
造成的，好的都是我带来的”的思想极端。

比如，美国领导人只说美国向中国开放了市场并“把中国
带进了世界贸易组织”，却不愿提及入世后中国也向美国更大
规模、更深程度地开放了市场。根据联合国统计，2017年美国
对华货物出口较2001年增长577％，远远高于同期美国对全球
112％的出口增幅。但这样的数据却被选择性回避。

比如，美国领导人认定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推动的”，却不肯讲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
也获益颇丰。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华产量占到其全球产量
的40％，美国高通公司在中国市场获得的芯片销售和专利许
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57％，高盛、运通、美国银行等美国金融
机构作为中国金融机构的战略投资者赚到了不菲的投资收
益。但这样的事实也被选择性回避。 （下转2版）

谁书写了中国成功故事
新华社评论员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10月13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悉，作为智博会签约项目之一，乐聚（重庆）
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在两江新区完成企业注册，将在新区建立人形
机器人的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教育领域创客基地。

乐聚是一家专注智能人形机器人研发与销售的高科技企业，是
腾讯AI加速器首期成员。

目前，乐聚旗下共有Aelos系列、MINI系列和全尺寸系列三
种人形机器人。Aelos系列是国内首款可实现快走的双足人形机
器人，步态更拟人，行为能力更灵活稳定，使用寿命更长。该系列一
经推出便登上了央视《春晚倒计时》《机智过人》等舞台，是国内知名
的明星机器人。MINI系列推出首款机器人PANDO是国内首款具
备情感交互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行为能力最强的小型双足人形
机器人。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乐聚机器人在教育行业已有成熟应用。
“我们在两江新区将成立机器人创客实践基地，前期主要在教育领
域发力，帮助学校普及人工智能编程教育。”乐聚CEO常琳说，人形
机器人的知识深度、可延展性和可学习的内容都足够丰富，完全可
以承担人工智能编程教育的任务。在人形机器人教育领域，乐聚生
产的机器人是国内唯一可以快走、行走速度达到15厘米/秒的机器
人。

目前，乐聚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教育解决方
案，包括设立教育培训基地，为各地教育机构提供专业的师资培训
服务，支持各个年龄段的进阶学习等。

人形机器人制造商落户重庆
“明星”机器人教你智能编程

乌兰布和，在蒙语里意为“红色公
牛”。千百年来，乌兰布和沙漠的脾气如
其名，顽固、暴烈、桀骜不驯。

然而，2016年起，一群重庆人来到
内蒙古阿拉善盟阿左旗乌兰布和生态沙
产业示范区，凭借“沙变土”技术，让几千
亩沙漠披上了绿装。

这群试图驯服“红色公牛”的重庆
人，就是重庆交通大学易志坚科研团
队。他们开展的项目，名为“沙漠土壤
化”快速生态恢复项目。2017年，项目

进入中试阶段，中试基地面积1.4万亩。
9月8日，走进项目中试基地，重庆

日报记者看到，阳光下，一人多高的狼尾
草、高粱、玉米等随风抖动着绿叶；西瓜、
番茄、茄子、辣椒等瓜果蔬菜已经成熟，
空气中弥漫着收获的香气。

据了解，2017年，团队在4000亩沙
地上开展种植试验，效果良好。2018年
4月起，试验种植的沙地再新增2000亩，
总面积达6000亩。如今，这6000亩沙
地已变为丰收的良田。 （下转2版）

一年来，重庆交通大学“沙漠土壤化”项目为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带来新惊喜——

这群重庆人让6000亩沙漠瓜果飘香
本报记者 申晓佳

本报讯 （记者 白麟 通讯员 刘君）隧道施工如何安全通
过瓦斯突出煤层，这是铁路和公路施工中的难题。如今，一家重庆
的公司凭借“独门绝技”，在国内屡获大单，帮助许多大型施工单位
解决瓦斯突出难题。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能源集团科技公司（简称科技公
司）获悉，该公司与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下属公司签订合同，由科
技公司采用先进的“水治瓦斯”技术，帮助对方承建的贵州正（安）习
（水）高速公路天城坝隧道通过高瓦斯煤层。该项目已进入前期准
备阶段，揭煤施工预定15个月时间，比传统瓦斯防治方法节省一
半时间。

科技公司相关人士介绍，隧道施工遭遇高瓦斯煤层，过去一般
是采用瓦斯预测预报、加强通风等被动预防方法，防范效果不佳，且
对施工效率影响极大。而该公司自主研发的“水治瓦斯”技术，是利
用高压泵组，将高压液体以大大超过地层吸收能力的排量注入煤层
中，形成瓦斯渗流通道，增加煤层透气性，从而减少揭煤钻孔工程
量、提高瓦斯抽放率。

目前，这项技术已在重庆能源集团下属煤矿先后实施5000
余次，单孔瓦斯抽采量可提升25%以上，瓦斯抽采达标时间大幅
缩短，煤矿安全保障能力明显提升。近两年，该技术已帮助多家
施工单位成功解决瓦斯突出威胁，吸引了全国几十家煤矿考察
学习。

解决隧道施工瓦斯突出难题

重庆一企业凭“绝技”屡接大单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国庆期间，江津区某饲料公司技术总
监张华因能力、业绩突出，尽管学历普通、年龄偏大，仍被江津区委
组织部认定为区级高层次人才。张华成为江津区今年创新开展人
才评定工作评出的342名人才之一。

江津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过去，江津
区的人才政策机械、单一、缺乏延续性，特别是在人才评价上存
在“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现象，挫伤了人才干事创业的积极
性。按照中央和市委有关要求，江津区着力创新开展人才评定
工作。

据了解，该区在人才评价中注重“五个突出”，即突出实绩化、程
序化、个性化、专业化和常态化，形成了一套以“能力优先、注重实
绩”为评价导向，杜绝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倾向的人才评价体
系。如在个性化评价方面，逐步打破束缚人才的刚性条件，在非品
德、能力、实绩等条件上放开限制，避免求全责备。在年龄条件上，
仅对事业单位人才作原则性要求，不作硬性规定；在学历条件上，只
要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急需，在本行业、本领域特别优秀、业绩
特别突出的人才，均可评价认定为相应层次人才，对学历文凭不作
任何限制。对不符合年龄等非核心条件的人才进行“一人一议”，切
实将优秀人才选出来。

据了解，今年全区共有450人申报区级高级人才评定，最终评
定了涉及卫生、科研、工业制造等数十个领域的342名人才。

46岁的张华在初审环节未被列入区级高层次人才名单，但在
评审答辩环节，张华全面阐述了其多年来取得的科研成果，讲解了
当代畜禽养殖多项技术问题，最终获得认定。张华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自己在企业上班，学历和获奖情况等“硬件”并不突出，这次能被
评上高级人才，多亏了江津区的人才政策。

据介绍，下一步，江津区将着力为人才搭建好干事创业平台，加
大创新创业支持力度，提升人才服务水平，努力为人才营造良好发
展环境。

江津区创新人才评定标准

不唯学历资历 注重能力实绩

9月10日，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空中俯瞰长满瓜果蔬菜、高粱、牧草的试验
地犹如沙漠中的一片绿毯。 记者 万难 摄

““看看，，这是我家新房子这是我家新房子””

“沙漠土壤化”快速生态恢复项目，是由重庆交通大学易志坚教授研
究团队，从力学角度出发，研究沙漠生态恢复理论与技术的新成果。该
项目是使沙子具有土壤的力学特性，进而具有存储水分、养分、空气和滋
生微生物的能力，成为植物生长的良好载体。

自2009年起，研究团队开展项目研究，多次进行沙改“土”种植试
验。2018年，研究团队在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新疆和田塔克拉玛干沙
漠和若尔盖大面积沙化土地同时进行试验示范，面积达到10000亩，目
前各试验点均进展顺利。项目研究成果已获得中国、澳大利亚、摩洛哥
等国发明专利授权。

项
目
名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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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10月13
日，重庆市集成电路产业政企学研面对
面交流活动在仙桃国际大数据谷举行。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出席活动并与
大家对话交流，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陈敏尔
书记要求，下定决心、坚定信心、坚守梦
想，立足自身攻克核心技术，不断完善产
业生态圈，政企学研共同发力，加快推动
我市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发展。副市长李
殿勋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掌
声不断。来自清华紫光、ARM、中国电
科、华润微电子、OPPO、长安汽车、电
子科技大学、中国半导体协会等32家
企业、高校、科研单位、投资机构的业界
精英，围绕“集聚‘芯’动力·加速智能
化”主题，为重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建
言献策。留学归国的重庆大学教授陈
显平说，他的科研团队招人才，首先是
给平台和梦想，如果没有梦想，光靠钱
一定走不远，唐良智听后立刻表示非
常赞同。交流中，中科曙光负责人周
建超抢过话筒，反映重庆团队的一个

产品线深受外地用户欢迎，却因为没
有进入重庆政府采购目录而难以在本
地落地，唐良智随即要求市经济信息
委负责人研究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政
府采购机制运行效率，加大对本土研
发产品的支持力度。活动中，唐良智
认真倾听嘉宾们的发言，不时插话深
入交流，对企业反映的问题，他要求市
级相关部门要主动对接、贴身服务、限
时解决。

唐良智说，集成电路产业具有战略
性、基础性和先导性，被誉为电子信息产
业皇冠上的明珠、现代信息社会的基
石。我们要有家国情怀和时代担当，敢
于有梦、勇于追梦、善于圆梦，坚定信心、

凝神聚力做大做强集成电路产业。重庆
集成电路产业起步早、基础好、需求大，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专门出台产业规
划和扶持政策，加之当前集成电路产业
正迎来新一轮爆发式增长，未来重庆完
全有条件建成西部一流的集成电路产业
高地。

唐良智说，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创
新发展，关键是在构建完整生态圈上
下功夫，形成集群规模、产生链式反
应。要补齐产业链，围绕设计、制造、封
测、材料、设备等上下游产业链补链强
链，精准招商，壮大市场主体，形成集
群发展格局。要优化政策扶持，以管用
的政策落实管用的建议，做到“精准滴

灌”，特别是加大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
用支持力度，切实解决企业痛点难
点。要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引进多
层次人才团队，下大力气培养本地人才，
确保人才聚得起、留得住、干得好。要健
全产业平台，引进高端研究机构，搭建
技术研发平台，推进政企学研互动平
台常态化开展交流活动，整合资源，对
接需求，深化合作，助推我市集成电路
产业加快发展。

活动中，唐良智为重庆仙桃国际大
数据谷集成电路（IC）设计产业园揭牌。

市级有关部门、有关区县（园区）负
责人参加活动。

唐良智在重庆市集成电路产业政企学研面对面交流活动上强调

完善生态圈 点亮“芯”梦想
加快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发展

10 月 11 日，巴南区接龙镇马路
村，晏平华和母亲在自家土坯房前
喂 鸡，身后是他们即将入住的新房
（图①）。这排灰瓦白墙的新房子可
入住三户人家，除了晏平华一家外，
还有两户村民也将入住（图②）。

平日里，61 岁的晏平华与 83 岁
的母亲王元碧住在裂了口的土坯房
中，生活十分清苦。今年，晏平华的
土坯房被定为D级危房，在政府的帮扶
下，他家得到了35000元危房补助金，
想住进新房子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

“看吧，这是我家新房子，就建
在老房子前面，11 月底就可以搬进
去住了。”站在新房前，晏平华牵着
母亲的手开心地对重庆日报记者说
（图③）。

近年来，巴南区大力推进农村危
旧房改造。今年，接龙镇对辖区内17
个村、3 个社区的 125 户危房进行改
造，目前已经完成79户，11月底将全
部改造完成。

记者 谢智强 摄影报道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