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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雨）重庆日
报记者11月 15日从荣昌区获悉，
由15名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两
院院士联名提出的《关于建设国家
生猪大数据中心的建议》，已得到国
务院领导批示，该区正在筹建的国
家生猪大数据中心，有望建成国家
级平台。

“这是第八届中国畜牧科技论坛
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荣昌区国
家现代农业和畜牧业示范区管委会
主任林仕文告诉记者，今年10月22
日至24日，第八届中国畜牧科技论
坛在荣昌召开，与会的陈焕春、向仲

怀、孟安明、黄路生、李德发、夏咸柱、
印遇龙、金宁一、舒红兵、赵春江等
10位两院院士，出席了论坛。会后，
这10位两院院士又联合汪懋华、罗
锡文、南志标、沈建忠、张改平等5位
两院院士，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关于
建设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的建议》
（以下简称《建议》）。

院士们在《建议》中提出，我国是
传统的生猪养殖和消费大国，但在规
模化养殖、疫病防控、高质量生产、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方面离养猪强国
还有很大差距，大数据在生猪产业的
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

院士们表示，建设国家生猪大数
据中心，可以全面掌握影响猪价波动
的因素，为有效破解“猪周期”难题提
供精准决策支撑；可通过物联网与大
数据结合的全产业链溯源技术，实现
生猪养殖从投入品到百姓餐桌全程
监管，保障食品安全可追溯、可监控、
可追责；可通过全面监控分析涉猪领
域数据，实现疫病预测预警，并提供

精准、及时、有效的解决方案；可通过
分析废弃物处理和环境承载力监测
数据，调控生猪养殖对环境资源的巨
大压力；可通过采集与分析全产业大
数据，使养猪生产更加智能化、精细
化，大幅提高生产效率，缩小与发达
国家的差距。

院士们认为，荣昌拥有全国首个
以农牧为特色的国家高新区，荣昌国
家生猪市场是我国唯一一个生猪网
上交易市场，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生猪
线上交易平台，交易量接近全国生猪
交易总量的10%，产生了大量可靠
的、实时的生猪交易数据。另外，荣
昌还是农业部支持建设的现代畜牧
业示范核心区，拥有畜牧专业学科齐
全的西南大学荣昌校区和长期从事
养猪科学技术研究的重庆市畜牧科
学院，科研与人才条件较好，在荣昌
建设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具备较好
基础。

“15位两院院士的建议和国务
院领导批示，对荣昌国家生猪大数据

中心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林仕文说，
荣昌从去年7月开始筹备申建国家
生猪大数据中心，去年年底编制完成
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建设方案并通
过专家论证。在这个过程中，主要靠
区级自身力量开展相关工作。此份
建议获得国务院领导批示，意味着荣
昌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将上升为国
家平台，从数据资源、政策、资金等方
面获得国家相关部委和市级相关部
门支持。

据了解，目前，荣昌已组建由区
政府控股，九次方大数据信息集团公
司、重庆农信生猪交易公司等公司参
股的生猪大数据产业发展公司，正着
手开展研究制定生猪全产业链数据
体系标准、搭建生猪大数据收集运营
系统等方面工作。

11月14日，市政府已成立由分
管副市长任组长、市级相关部门及荣
昌区相关负责人任成员的国家生猪
大数据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积极推进
荣昌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建设。

15位两院院士联名建议

荣昌生猪大数据中心有望建成国家级平台

本报讯 （记者 杨艺）腾讯在
渝又一项重磅合作落地。11月 15
日，腾讯数据中心与重庆电信正式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数据中心智慧运
营领域展开合作，将逐步在重庆电信
数据中心部署腾讯智维平台，助力该
中心运营更加智能化和可视化。据
悉，这也是腾讯智维平台在全国首次
发布。

2018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上，腾讯在重庆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
议，并表示将助力重庆各行各业数字
化转型升级。此次腾讯牵手重庆电
信，则是腾讯与重庆合作的又一落地。

数据中心是信息集中处理、存
储、交换的物理空间，通俗来说就是
存放服务器的大型机房，是所有互联
网业务的基石。

“目前，重庆电信数据中心为重
庆的大型互联网企业、金融企业等提
供数据服务。然而，此前数据中心管
理还欠缺智能化和精准化，客户也无
法直观地了解数据运作情况。基于
此，我们与腾讯数据中心合作，引入
腾讯智维平台，在数据中心智慧运营
领域展开深度合作。”中国电信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云和大数据运营中心
技术总监王建介绍。

据悉，此次合作是继双方在互联
网带宽、机柜出租和大型数据中心定
制服务等多领域合作后的再度携
手。作为腾讯20年数据中心运维经
验的结晶，腾讯智维平台将以水土机
房为起点，逐步在重庆电信机房部署
落地，以持续提升重庆电信数据中心
的运营质量与效率，降低成本投入，
将其价值极大化。

腾讯数据中心负责人钟远河介
绍，腾讯智维平台由腾讯服务内部的
星云平台升级而来，是腾讯自研的数
据中心技术设施管理软件平台。通
过腾讯智维平台，可以实现数据中心

的智能告警、智能巡检、智能容量分
析和透明化的客户体验，为数据中心
全局把控、精细化管理、优化运营成
本提供基础，同时也为技术专家实
时、异地处理告警以及数据中心无人
值守创造可能。

接入腾讯智维平台后，重庆电信
数据中心将在运营方面更加智能化
和可视化。重庆电信大数据用户也
将获得更加专业、智能和便捷的服务
体验。

“当前，消费互联网需要数据中
心，产业互联网需要更多的数据中
心。”钟远河说，腾讯数据中心将毫无
保留地把在消费互联网迅猛发展时
所积累的海量数据中心的规划、建
设、运营经验对外输出；并将与运营
商一起，打造出产业互联网时代稳
定、智能、海量的数据中心。

腾讯智维平台在渝全国首发
为数据中心装上“智能管家”

11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位
于两江新区的福耀玻璃（重庆）有限
公司生产厂房，偌大的车间内工人很
少，从玻璃原料上片、搬运、磨边，再
到成品下线的生产全过程，全由一台
台机械手臂自动完成。

该公司自动化工艺部负责人高
锟说，由于玻璃产品易碎且面积大，
以前一块玻璃半成品最少需要3名
工人搬运至生产线进行加工，产品极
易跌落破损，碎渣还会伤人。

而现在，通过购置投用自动化
上下片台、自动传输平台、自动切割
机、磨边自动转向台等整套智能化
生产线，福耀玻璃进行“机器换人”
后，不仅实现产品生产“零损耗”，还
节约用工成本，提高了产品质量，一
举三得。

磨边工刘超就是被“机器换人”
替换下的工人之一，现在他的新工作
是操作智能化管理系统，操控机械手
臂对玻璃半成品进行自动上料、加

工，对机械加工出来的产品进行质量
把关。

“‘机器换人’并不是大规模裁
员。”高锟说，上马智能化生产线带来
新设备、新工艺的同时，也会随之产
生新的技术岗位。以前流水线上的
工人通过技术培训，即可转到新岗位
上。

最重要的是，通过引进智能化生
产线，福耀玻璃生产工艺效率提高
30%以上，企业现在最快只需10秒
即可加工一片长1.2米、宽1米、厚
1.5毫米的普通车用玻璃。以一个年
产100万套汽车玻璃的智能车间为
例，可以在一条生产线上同步生产数
十种不同类型的汽车玻璃，定购
2000片大型汽车玻璃最快仅需1天
即可交付。

福耀集团西南区总经理李良
华表示，随着智能及环保汽车加速
发展，汽车产业链下游对智能汽车
玻璃的市场需求正快速增加。为

此，福耀集团在新材料、新工艺和加
工设备研究方面也进行了同步规
划，企业70%以上的机械加工设备
均实现自主研发生产，为产品注入了

“智能因子”。比如，将玻璃高透光
性与太阳热辐射透过性结合在一起

的镀膜玻璃，以及针对汽车尾气排
放限制而推出的超薄轻量化汽车玻
璃等新产品，先后让“重庆造”福耀
玻璃成功配套通用、克莱斯勒、长
安福特、长城汽车等国内外知名车
企。

低损耗 省成本 提质量

一块玻璃背后的智能化转变一块玻璃背后的智能化转变
本报记者 夏元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1月15日，市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员会、南岸区政府联合举行2018重庆全球
旅行商大会成果发布会。重庆签约30个入境游市场
合作项目，挂牌10个重庆文化旅游境外推广中心，大
南山文旅项目落地……大会在推动重庆建设世界知
名旅游目的地方面取得丰硕成果，重庆旅游品牌国际
影响力得到提升。

据介绍，本次大会由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
会、南岸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共吸引美国、英国、白
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泰国、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
及港澳台地区的近400名全球旅行商来渝，洽谈、采
购、体验重庆旅游产品，有效地传播了重庆旅游形象、
营销了重庆旅游产品。

大会期间，重庆签约30个入境旅游市场合作项
目，除市级层面签订的推广合作协议外，还包括携程
旅游、新加坡马斯特公司等企业与万盛、南岸等签订
的旅游推广合作协议，以及市内旅游企业与境外旅行
商签订的组接团合作协议等。

其中，南岸区政府与中青旅产投（上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签约“南岸区大南山保护性文旅利用项目”
投资协议，包括打造特色火锅项目，推进重庆（南山）
城市中央山地公园、南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等大南山
保护性文旅利用项目建设，总投资520亿元。

南滨路文化产业公司与新加坡马斯特公司签订
重庆国际旅游文化交流中心的意向性合作协议，新加
坡马斯特公司将为国际旅游中心项目引进至少50家
国内外旅游相关的企业、机构、商家落户，而且每年至
少举办24场旅游活动。该项目将成为全市一站式旅
游服务集中点，成为重庆通往国际、与世界连接的重
要渠道。

南岸区旅游局与亚太旅游协会纽约分会签订关
于国际旅游市场拓展战略合作协议，亚太旅游协会纽
约分会旗下的400多家旅行社，将为南岸区开发和拓
展国际旅游市场。南岸区旅游局与美国旅行代理商
协会中国分会签订关于国际旅游市场拓展战略合作
协议，美国旅行代理商协会中国分会旗下近500余家
旅行社，将为南岸区开发和拓展国际旅游市场等。

大会期间，重庆还发布了有关境外旅游营销的鼓
励措施，包括境外游客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境外游
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等一系列旅游便利政策，调动了
全球旅行商组团来渝的积极性。此外，会上，重庆挂
牌了重庆文化旅游国际传播中心、10个重庆文化旅
游境外推广中心等一系列国际文化旅游交流合作平台，进一步拓展了重庆旅
游境外推广阵地，推动重庆旅游品牌国际影响力提升。

在成果发布会上，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秦定波介绍，当前，重
庆入境旅游渐入佳境、蓄势待发，呈现出游客人次连续保持高位增长、旅游产
品独具特色、旅游市场主体更加成熟、市场环境更加优化、旅游推广持续有
力、国际交流合作日益加深等十大亮点。今年1—9月，全市接待入境游客
278.81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15.8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9.28%和12.14%。

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挖掘重庆文化旅游资源，拓展旅游空间、提升旅游
品位，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把重庆建设成为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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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生产线大幅提高了汽车玻璃产品生产效率。（受访者供图）

全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表
（2018年以来，截至2018年10月31日）

本报讯 (记者 周尤)11月15日，市纪委发布月报显示：今年10月，我
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89起，处理274人。（具体情况见下表）

我市今年10月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89起

处理274人

内

容

2018年

10月份

2018年

以来

备注

项

目

查处问题数

处理人数

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人数

查处问题数

处理人数

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人数

“其他”问题包括：提供或接受超标准接待、接受或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领导干部住房违

规问题、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

总

计

189

274

91

1158

1794

755

级 别

地
厅
级

0

0

0

30

31

28

县
处
级

42

55

21

284

422

203

科
级
及
以
下

147

219

70

844

1341

524

类 型

违规
公款
吃喝

19

30

13

116

250

92

公款
国内
旅游

6

23

9

47

119

71

公款
出国境
旅游

0

0

0

7

12

9

违规配备
使用公车

41

50

9

158

209

58

楼堂馆所
违规问题

0

0

0

2

2

2

违规发放
津补贴
或福利

45

73

18

210

375

121

违规收受
礼品礼金

34

41

18

297

386

185

大办
婚丧
喜庆

27

29

18

238

272

162

其他

17

28

6

83

169

55

（上接1版）“10多年前刚搬来时，这个马路菜
市就冒头了。”刘德菊介绍，新村街人行道被
占道经营摊位挤占，路面长期油污遍地，部分
摊贩还在人行道上违规搭建雨蓬、摊位。

“菜市的确方便了附近居民，但也严重影
响市容环境和居民通行。”刘德菊说，每天早
上菜市摊贩摩托车的喇叭声、市民讨价还价
声，都让周边居民苦不堪言。多年来，在周边
居民的投诉下，当地街道及相关部门多次对
这一占道菜市进行整治，但往往整治后又死
灰复燃。

今年夏天，北碚实施城市品质提升百日
攻坚行动，天生街道决定取缔这个占道经营
的菜市。“决不能让它像以往那样死灰复燃。”
天生街道党工委负责人介绍，在吸取以往整
治的经验和教训后，他们决定进行广泛动员，
并分流经营户到周边菜市做生意。

8月初，天生街道通过发放告知书等
形式将整治行动广而告之，并多次与占道
摊贩面对面沟通交流。来自合川的李师傅
在这里卖了15年菜，了解到政府的整治决
心，他主动拆除了违规搭建的摊位，搬到了
附近碚峡农贸市场，收入比过去还增加了
不少。

10多位经营者搬离后，仍有部分摊贩

持观望态度。8月9日，天生街道联合城管、
公安、工商、食药监等部门，依法对新村菜
市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清运占道堆放物品
15车。为巩固整治成效防止反弹，天生街
道还安排工作人员通宵值守，防止流动游摊
进入。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附近小区的
孩子在街边玩耍，路上新刷的标志线亮堂堂
的，两旁的店铺经营者纷纷搬了椅子出来晒
太阳，整条街道祥和又宁静。天生街道相关
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他们将安装休闲座椅、
整修行道树、修复破损路面，为周边居民打造
一个舒适的环境。

新村菜市仅是北碚城市环境顽疾整治的
一个缩影。城市品质提升百日攻坚行动实施
以来，通过加强绿化、整治环境卫生、新建设
施和秩序整治，静宁路背街小巷、新石坑小
区、国道212沿线、缙云山沿线、北碚火车站
等面貌陆续得以改善。今年，北碚还累计新
建公厕4座，对外开放社会公厕13座，施划
500余处摩托车临时停放点，新增城市绿地
32.69万平方米，改造人车行道18万余平方

米。

废弃山石成社区景观小品

1吨多的大石头，因为修路被刨了出来，
常年堆放在路边无人问津。一个偶然的机
遇，这块石头被龙凤桥街道的工作人员发现，
从此改变“命运”成为社区景观小品。

位于燎原社区的这处原石景观小品，占
地不到5平方米，原来是一块边角地。因为
地处岔路口，有不少游摊，甚至还有摩托车在
此候客抢占行人空间。实施城市品质提升攻
坚行动后，龙凤桥街道对这样的边角地加大
了整治力度。

边角地零零散散的，资金又有限，该怎么
办呢？龙凤桥街道宣传委员罗静秋介绍，他
们决定利用边角地建景观小品。“恰巧，一位
街道工作人员在辖区凤凰村办事，发现有不
少奇石因修路被挖出丢在路边，如果能用来
装点社区岂不是一举两得？”罗静秋说，情况
反映到街道后，他们当即行动起来，运石头、
买花草、购水泥，全部花费不到1万元，一座
大气又漂亮的景观小品就建成了。

原生态的山石配以水泥底座，搭配上花
草，原来的边角地一下子上了档次，成了街道
一道标志性景观。自今年7月以来，龙凤桥
街道巧借废弃的山石建起了3座社区景观小
品。不仅如此，该街道还因地制宜利用辖区
内一处原生岩石建起雕塑墙，利用边角地建
起了两个富有文化气息的车辆停放点。

花费不高又彰显品位，龙凤桥街道尝到
了甜头，让一块块废弃山石进了城，一个个边
角地成了文化角、景观角。未来，该街道将继
续开展因地制宜的社区景观小品打造，提升
城市品质。现在，龙凤桥街道的做法已被当
地各镇街竞相效仿。缙云山沿线、城区街道、
社区公园、滨江岸线等地，陆续出现数十座因
地制宜兴建的景观小品。

一张图划清管理责任

位于北碚嘉陵江边的卢作孚纪念馆，是
外地游客常来的“打卡”之地，但其周边常常
垃圾堆积。

“以前纪念馆、街道、建委各管一摊，留下
不少死角。”北碚区城管局数字化城市管理中
心主任张川介绍，为改善环境，提升游客体
验，今年上半年，该区上线了城市智慧管理系
统，用一张图划清了各单位“责任田”。

该系统以城市管理区域为单元，将涉及
到的城市管理责任单位的管理区域都精准标
注到高分辨率地图上，细化责任、精准分区。
分区域、分环节管理使景区如今面貌焕然一
新。目前，该平台已实现任意调取查看任何
区域的责任管理信息、单独实现某个责任单
位管理区域的显示等功能。

“目前，我们完成了全区近60处管理责
任不清区域的确认固化。”张川介绍，在北碚
区政府的协调下，该区过去管理交叉、职责不
清的区域，被逐一界定了管理边界、明确了管
理职责。同时，该区还将17个镇街、5个园区
和10多个部门纳入考核，实行追责问责，并
建立月度抽查制度，纳入对部门和镇街的年
度考核。

今年5月起，北碚通过全区动员、全员参
与和全域覆盖实施了城市品质提升攻坚行
动，将精细化管理向最末梢的“毛细血管”延
伸。从城区到城郊，再到农村社区，辖区内五
大组团和17个镇街的主次干道、背街小巷、
城乡结合部、农村集中居住区和两区交界处，
农贸市场、医院学校周边，高速公路、轻轨和
缙云山沿线，施工和待建区域、荒坡空地，城
市综合管理逐渐向北碚全域覆盖，有力促进
了当地城市品质提升。

内外兼修碚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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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