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渝遂公司

渝遂路：铜梁北、潼南、G93沙坪坝

2、渝蓉公司

渝蓉路：G5013大足

3、江綦公司

江綦路：綦江南、西湖、贾嗣、北渡

4、铜永公司

铜永路：龙水湖

5、渝涪公司

渝涪路：复盛、箭沱湾、洛碛、晏家、长
寿、古佛、G50江北、但渡、涪陵

6、成渝公司

成渝路：走马、璧山南、丁家、大安、永
川、邮亭、荣昌东、荣昌西、渝茶、荣
昌、G85九龙坡

7、东北公司

云巫路：奉节、巫山、小三峡

奉溪路：巫溪

万开路：赵家、开州

8、万利万达

西沿路：小河、S26酉阳

9、股份公司

长万路：垫江、梁平

10、中渝公司

绕城：水土、空港东、小湾、北碚南

武合路：合阳

江合路：江津南、塘河

11、东南公司

黄彭路：彭水西、保家

彭黔路：黔江西、黔江南、濯水

黔酉路：桃花源

酉洪路：酉阳、玉屏、秀山、G65洪安

黔恩路：G5515黔江

12、铁发秀松

秀松路：秀山南、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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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如
今，大数据在旅游产业中正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你可想过，大
数据还能帮忙“透视”旅游目的地？
10月1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地理
信息中心获悉，该中心以地理信息
大数据为基础，构建时空大数据，从
而“透视”避暑休闲地，进行地理设
计，为地区产业发展、旅游产品打造
等提供实用的建议。

“重庆夏季炎热，市民避暑休闲

追求凉快，但凉快其实并不简单等
于温度低。”市地理信息中心地理调
查设计所所长金贤峰介绍，凉快实
际上是体感，有些地区夏季气温相
对低，但可能体感闷热，让避暑的市
民感到不够舒适。

那么，怎样的地方才是理想的
避暑休闲地？金贤峰表示，使用温
室指数模型和地表温度反演模型挖
掘全市的地理信息大数据，可以开
展气候适宜性评价，得到夏季感觉

“凉快”、适合开展避暑休闲旅游发
展的地区。

不过，仅有气温理想这一点还
远远不够。发展避暑休闲旅游产
业需要较为完善的配套。周边旅
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好、交通条
件便利等，会为避暑休闲地“加
分”。市地理信息中心针对这些条
件，建立游资源丰富度评估模型、
归一化指数模型、水资源综合评估
模型、交通可达性分析模型等近10

项专业化分析方法，可以判断出具
体地区是否适宜于发展避暑休闲
旅游产业。在此基础上，运用时空
大数据，还可精准识别出符合各类
发展规划、强化生态保护的避暑休
闲旅游发展空间。

“这一方法已在实践中得到应
用。”金贤峰说，目前，运用时空大数
据进行地理设计，已可支撑市域尺
度的避暑休闲资源识别。并在綦江
区与南川区的避暑休闲相关产业规
划中得到应用，助力开发项目落地
与招商引资。下一步，他们将继续
完善方法，为更多地区的发展提供
参考。

时空大数据“透视”避暑休闲地

本报讯 （记者 周松）“出行
帮”APP可以直观了解实时路况信
息，以便合理规划出行；智慧社区服
务管家平台将前端APP、门禁智能
屏、公安管理端三者结合，大大提高
社区便民服务工作效率……10月
18日，2018重庆公安机关改革创新
大赛暨“智慧公安我先行”公安基层
技术革新活动决赛在市公安局举
行，一项项基层期盼、实战急需、群
众欢迎的改革创新成果纷纷亮相。

据了解，9月初，市公安局改革

办组织15名专家评委，从135个报
送项目中确定60个进入初赛。在9
月29日的初赛中，由专家学者、警
务实战骨干、基层民警代表等组成
的10余名专家评审团队通过严格
评选，选出24个项目进入决赛。

通过激烈角逐，交巡警总队的

一站式车辆上户智能终端机、特警
总队的便携式多功能破窗警棍等项
目获得一等奖；北碚区分局的“出行
帮”APP等项目获得二等奖；江津区
局的智慧社区服务管家平台等项目
获得三等奖。

市公安局改革办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此次获好评的创新发明将
因地制宜在全市推广。市公安局也
将常态组织开展改革创新大赛，建
立完善成果转化和激励倾斜机制，
努力以“小创新”的深度融合和“微
改革”的持续突破，将创新成果转化
为实战能力。

2018重庆公安机关改革创新大赛举行
获好评的创新发明将在全市推广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0月
18日，重庆高速集团发布消息称，目前
重庆进一步扩大了高速公路通行费移
动支付覆盖范围，在G85九龙坡等59
个收费站、共计247条收费车道，通行
费可扫码支付。年底前重庆路网将有
超100个收费站实现扫码支付。

无需将手机伸出窗外
即可完成扫码

此次纳入移动支付的59个收
费站主要覆盖了部分市内主线、省
际收费站及区县政府所在地的主要
出入口。车主只需在具备移动支付
条件的收费车道通过向扫码设备提
供支付宝、微信或银联二维码，即可
完成通行费缴纳。

据介绍，移动支付使用的是高
速公路收费专用扫码设备，固定安
装在收费亭外壁。客车车道的设备
离地高约1.2-1.3米，两个扫码摄像
头水平分布，兼顾停车靠前和靠后的
车辆；货车车道的设备离地高约2-
2.2米，两个扫码摄像头垂直分布，兼
顾小型货车和大型货车。扫码设备
的扫码距离约0.1-1.5米，车主无需
将手机伸出窗外即可完成扫码。

ETC不停车收费
仍是未来主流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移动支

付操作流程非常简单。
当车辆驶入车道后，车主将通行

卡交给收费人员，收费人员确定通行

费金额后，车主在微信或支付宝中打
开付款码界面，听到设备语音提示
后，将付款码对准任一扫码摄像头，

即可完成扫码缴纳通行费，未开通免
密支付或当天扫码支付达到一定次
数的车主需要输入支付密码。

为节约时间，车主可在排队等
候收费时提前打开付款码界面，以
缩短收费时间。

与传统现金收费方式相比，移
动支付一是提高了用户通行效率，
节约了现金交易清点和找零的时
间。不过，与ETC不停车收费方式
相比，ETC车辆在行进过程中即可
完成支付，而移动支付必须停车后
操作手机才能完成缴费，用时比
ETC更长，ETC不停车收费仍将是
未来主流收费方式。

向“互联网+交通”总目标迈进

今年6月底，重庆高速公路通
行费移动支付在渝遂高速G93沙坪
坝站和渝蓉高速G5013大足站上线
试运行。

重庆高速集团称，自移动支
付系统上线以来，累计完成交易
近10万笔，交易金额超700万元，
交易成功率 99%，运行期情况稳
定。

下一步，将在年底前实现路网
超100个收费站的移动支付应用，
为开启高速公路无现金支付收费模
式，向“互联网+交通”的高速公路总
体目标迈进。

重庆高速公路59个收费站可扫码支付
年底前将有超100个收费站可移动支付

本报讯 （记者 杨艺）10月
18日，重庆市第四届中小微企创业
创新服务节在九龙坡区杨家坪商圈
开幕。

本届服务节的主要内容是，聚焦
技术应用和创新产品，助力中小微企
业创新发展；将通过评选“渝创之
星”、举办“渝创+”投融资对接会活
动等，为中小微企业创新发放资金

“大礼包”。本届服务节围绕创新、创
业、创投，旨在进一步营造创业环境，
帮助中小微企业转化创业成果。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500
多家中小微企云集，数百款科技产品
集中亮相，准备了多项新颖别致体验
活动，包括机器人拼装、智能机器人表
演、智能台灯等，吸引了不少观众体
验。

为帮助创新项目成果落地和转
化，本届服务节还将举办六场专题
活动，包括“渝创之星”评选活动、

“渝创+”投融资对接会、创业创新项
目路演等。

截至目前，“渝创之星”评选活
动已向全市征集到300个项目，涵
盖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医疗服务、
信息技术等方面，包括肾科智能分
析机器人、VR家居新零售、钛星AI
超算网络、智能住宿产业共享平台
等创新项目。最终优秀项目将获得
创新资金支持。

“渝创+”投融资对接会活动，则

通过科技金融助力企业创新，推动更
多成果实现产业化发展。目前，活动
已征集到医疗服务、人工智能、新零
售、餐饮服务等30余项项目，包括拥
有智能迎宾、语音招呼、卖萌表情、压

力感自动返回、军工级安全避障雷
达、持续久航、定点巡航等功能的二
代无轨送餐机器人；基于人体姿态控
制移动和动作捕捉以及力反馈技术
打造的“梦语者VR势能反应舱”等。

值得一提的是，清研资本、天山
资本等15家知名投资机构也将前来
挖掘成果转化项目，寻找投资机会。

据了解，本届服务节将持续至
21日。

送餐机器人会卖萌 无人酒店可刷脸入住 VR反应舱能感受人体势能

去中小微企创业创新服务节看“黑科技”

想看国内外设计师点赞的“童
话树”吗？想知道自家阳台该怎样设
计吗？市民感兴趣的这些问题，都可
在首届长江上游城市花卉艺术博览
会（简称城市花博会）找到答案。

重庆日报记者从10月18日举
行的城市花博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11月7日即将举行的首届城市
花博会设有“概念展园”“生态城市
展区”“‘最美阳台、最美庭院’设计
体验区”“盆景花艺作品展区”“零售
花商展区”等主题展区，诸多亮点可
让市民在展会上有得看、有得玩、有
得买，感受不一样的花卉魅力。

其中，“概念展园”体现“花卉与
未来”，是城市花博会畅想未来、引
领趋势的核心板块，分为“未来花
园、城市客厅、诗意家苑”三个展园，
将呈现针对气候变化、人地关系等
设计的生物多样性花园，探索重庆
这座立体城市公共空间营造的城市
客厅，以及社区更新、都市居民未来
栖居等美好生活场景。

“生态城市展区”体现“花卉与
城市”，是呈现以生态意识推动城市
环境建设、品质提升探索与成果的
城市级展区，分为“兄弟省市、山水
重庆、花漾江北”三个部分。目前，
武汉、贵阳、成都、昆明、杭州等兄弟
省市已确定参展。山水重庆展区，

主城及涪陵、永川、垫江、铜梁等21
个区县确定参展。花漾江北展区由
江北区9大片区联合展示。这些展
区将通过花卉、园林、艺术手法，展
现长江上游城市独特的城市风貌、
人文景观、文化底蕴。

“‘最美阳台、最美庭院’设计体
验区”体现“花卉与家庭”，该展区由
市妇联联合市精神文明办、市城管
委、市教委、市环保局、重庆日报报
业集团在全市范围发起的“最美庭
院”、“最美阳台”创评活动，将采用

“实体搭建+作品展示+现场演绎”方
式，展示20余个最美阳台、最美庭院
设计作品。

“盆景花艺作品展区”体现“花卉
与文化”，将呈现来自全国及我市的
120个花艺作品和150个盆景精品。

“零售花商展区”体现“花卉与
生活”，本届花博会邀请了国内外花
卉园艺企业参与，目前望海花都、猪
八戒园林等百余家大型花卉、苗木、
园林企业已确认参展。届时，来自
墨西哥的大丽花、南非的帝王花，受
国际国内设计师青睐的植物“童话
树”、龟背竹等千余种极具观赏价值
和适合居家种植的花卉绿植，以及
高颜值的花艺器皿、藤编手工品，意
趣盎然的花卉装置艺术作品都将亮
相“花博会”。

20余个美丽阳台美丽庭院设计亮相，墨西哥大丽花
南非帝王花“童话树”争奇斗艳——

首届城市花博会亮点纷呈
本报记者 廖雪梅 曾立

本报讯 （记者 白麟）10 月
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智能网联
汽车大会上，长安新能源“香格里拉
计划”下的战略新品——纯电动车
逸动EV460正式上市，其60公里/
小时等速工况下续航里程高达
550公里，理论最低百公里耗电仅
9.4度，按一度电0.5元来算，百公里
电费仅4.7元。综合补贴后新车价
格为11.79万元起。

逸动EV460 搭载行业首创的
“三合一电驱”系统，实现了同等电量
下更长续航。在满电情况下，逸动
EV460可轻松完成由从重庆到成都
的“双城之旅”，中间无需再次充电。

据了解，逸动EV460实现了快
充体验可媲美加油体验的重大突破：
充电10分钟，可增加续航近100公
里，只需30分钟即可实现从30%到
80%充电，0到80%充电也仅需50
分钟。此外，逸动 EV460 搭载的
6.6千瓦车载慢充系统，可实现8小
时内整车充满电。

同时，逸动 EV460 的电驱总
成搭载整车完成多轮道路可靠性
试验，整车累计超过200万公里里
程验证，总成设计寿命高达 10 年
26万公里。

在创新方面，逸动EV460拥有
独特的单踏板模式，即仅使用油门的
踩下、抬起的单脚动作，即可控制车
辆前行与刹车，给驾驶者带来更轻松
便 捷 的 驾 驶 体 验 。 此 外 ，逸 动
EV460配备搭载10英寸高清大屏，
其创新飞屏技术使得车载电脑犹如
一个贴身的“全时AI管家”。车载互
联系统自带全时在线4G网络，集合
倒车影像、蓝牙、WiFi、GPS导航、语
音控制、手机互联等多项功能。

当天，长安还正式开启了新能源
“香格里拉伙伴计划”，这标志着长安
第三次创新创业的又一计划落地。
未来，长安将依托全球协同研发体系
优势，在新能源智能化、整车低能耗
集成、多合一电驱集成等核心领域上
不断取得新突破。

长安新能源逸动EV460正式上市
纯电续航里程550公里 百公里电费4.7元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日
报记者10月18日从市经信委获悉，
11月8日-9日，以“芯时代、芯作为”
为主题的2018中国集成电路产业
促进大会，将在重庆南坪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届时将有来自中国科学
院、清华大学等集成电路产业领域
的专家学者，以及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投资基金、紫光集团等企业人士
共计1000余人参会。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促进大会是
由国家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
中心举办的全国性集成电路行业盛
会，是国内集成电路领域最具影响
力和权威性的行业会议之一，自
2006年以来已连续每年在北京、无
锡、天津等城市举办共12届。

本次大会主办方称，大会将围
绕驱动IC、功率半导体、5G通信芯

片、半导体硅材料和人工智能芯片
等产业领域，举行 5 场专题研讨
会。会议期间，中科院院士杨德
仁、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
分会副秘书长胡春明、京东方集团
首席科学家陈明等集成电路产业
领域产学研人士将作现场演讲，围
绕中国集成电路设计现状与趋势
展望、中国集成电路创新支持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等内容进行探讨，同
时为重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进行
招商推介。

另外大会还将同步举办“中国
芯”优秀产品征集活动，对国内集
成电路领域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
应用创新成果进行表彰。截至目
前，已有 100 多家集成电路企业、
近 160 款集成电路芯片产品参与
征集。

2018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促进大会
下月在渝举行

首批扫码支付收费站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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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一位参会观众正在
用手机拍摄逸动EV460。 记者 白麟 摄

资料来源/重庆高速集团 制图/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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