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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2月22日，宗申产业集团旗下宗
申机车SOLO新能源工厂投产仪式在宗申工业园举行。该
工厂将生产三轮、四轮电动高端城市通勤车。

其中，该工厂将投产的SOLO电动新型单人城市通勤
车，颇为小巧，10个传统车位可停下25台SOLO车。

2017年 3月，宗申产业集团旗下宗申机车与加拿大
EMV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决定共同研发、制造、销售三轮、
四轮电动高端城市通勤车。历时两年，双方合作的第一款
SOLO电动新型单人城市通勤车将正式投产。

据了解，SOLO车体量小，但其前后舱的装载量等同于
超市大购物车的满载量。其特点和优势包括：高动力性、灵
活性、便捷性、小巧。

SOLO车与传统燃油汽车最大的区别在于设计和选材。
其车架采用新型铝合金蜂窝复合材料，使车身重量与同类型
钣金件相比降低约40%的重量，设计上的风阻及风压系数优
于传统的汽车设计，能够更好地保证高速状态下的安全性。

据介绍，该车型搭载一台82马力的电动发动机、最高时
速可以达到82mph。其搭载的17.3kWh的电池，可匹配续
航里程100英里(161公里)，在110v的壁式插座上充满电，
只需6个小时。此外，SOLO车还支持快充、配备无钥匙开
门、蓝牙立体声、倒车影像、285升的储物空间、加热器、空
调、一个加热座椅、加热后视镜、挡风玻璃雨刷等。

宗申SOLO新能源工厂投产
将量产首款电动单人通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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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唐璨）2月2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两江新区了解到，云从科技近日发布

“炬眼”AI智能（人工智能）相机V2.0，
影像处理速度首次降至毫秒级，一举达
到了惊人的0.05秒。

与市面上同类产品识别速度仍高
于1秒相比，“炬眼”在这项指标上提升
了整整20倍。

2018年，云从科技正式发布了我国
首款高性能AI相机——“炬眼”AI智能
相机V1.0。该产品使99.9%以上的计
算都放在相机上，将视频转化为特征数

据后回传到服务器，带宽占用少（网点
峰值不超过100kbps），使国有大银行全
辖网点全国级大集中方案的落地成为
可能，填补了人脸识别边缘计算领域高
效智能相机的空白。

“‘炬眼’AI智能相机V1.0发布后，
迅速博得了银行业的青睐，目前已在建
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贵阳银行、
海南银行等银行落地。”云从科技相关
负责人称。

但由于算力的限制，此前的识别相
机只能单独进行人脸识别任务。于是，

“炬眼”AI智能相机V2.0应运而生。作

为全球首款内置“枭龙II”深度学习算法
的智能相机，新款“炬眼”AI智能相机在
处理人脸识别任务时，可同时支持动作
识别、性别分析、年龄分析、客流计数等
功能。

“这意味着‘炬眼’AI智能相机作为
银行业‘VIP精准营销方案’的前端设
备，加上后端服务器，可使前端人脸、生
物特征的实时抽取到分析分类和后端
的数据搜索、匹配及报告综述能一体化
实现。”该负责人说。

新款“炬眼”AI智能相机的投用究
竟能带来什么？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

以某省级农信为例，全省用“炬眼”实现
精准营销后，VIP客户进入到地市网点，
可被迅速识别出信息，联通银行的客户
关系管理系统和理财系统得到客户的
理财信息，推送到大堂经理的平板上，
大堂经理快速定位VIP，可减少客户等
待时间，提高客户体验。同时，银行也
能借此给客户推荐更为准确的理财信
息，达到精准营销的目的。

新款“炬眼”AI智能相机将不仅仅
在银行领域使用。据悉，该相机有望在
更广阔的领域如：大型购物广场、安防、
教育、社区等场景创造价值。

云从科技发布新款AI智能相机
●影像处理速度首次降至毫秒级 ●可同时支持人脸识别、动作识别、客流计数等功能

本报讯 (记者 白麟)重庆将有新能源汽车创新服务
的示范基地和集各项功能为一体的“区域中心”。2月24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西部物流园获悉，该园区今年将投
资2亿元，建新能源汽车智慧物流产业园。

该园区集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新能源汽车互联网数据
服务及结算中心、新能源汽车仓储分拨中心、新能源汽车锂
电池检测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站、汽车综合检测中心等功
能于一体。选址在物流园口岸商务商贸片区的核心地带，项
目占地45亩。

其中，新能源汽车体验、互联网服务及销售结算中心，拟
取得主机厂授权并引进5—10家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包括
长安、北汽、爱驰、吉利等主流及互联网品牌，通过线上APP
销售和线下体验交付结合的方式，结合出行服务的后台监控
及数据交互技术，实现统一销售及管理，开启顾客购车使用
的新体验。

新能源汽车物流分拨中心将依托西部物流园丰富的
公铁联运资源，实施新能源汽车线下的集中仓储、即时配
送等规模化物流业务，提前布局辐射重庆及周边、具有西
南区域意义的集散分拨中心，预计年吞吐新能源汽车约
2000—3000辆。

新能源汽车配套服务综合基地则重在引入新能源汽车检
测、充电、锂电池检测等关联性服务，构建一体化、科技化、智
慧化的综合基地。其中，还将自主研发、申报，建设新能源汽
车锂电池检测中心，引导制定锂电池行业标准，为新能源车锂
电池质量检测提供技术标杆，为顾客选购提供更多技术支持。

西部物流园相关人士表示，新能源汽车智慧物流产业园
将引领周边地区新能源汽车普及的新潮流，在推动园区及周
边整车产业聚集，发展汽车展销及物流服务，促进社零总额
增长等方面有重要意义。

重庆将建新能源汽车智慧物流产业园

SOLO电动新型单人城市通勤车。（宗申产业集团供图）

上汽红岩的国六驾驶室焊装生产线改造项目核心业
务——自动化驾驶室地板及总成线近日投用。（两江新区供图）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位于两江
新区的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红
岩”）加快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其“蜘蛛智选”个性智能定制
化平台近日全面启动，可帮助用户定制“梦想卡车”。

依托上汽集团的技术和资源背景，上汽红岩引入集团旗
下的C2B个性智能定制化平台——“蜘蛛智选”，在重卡行
业内率先实现个性智能的“数字化造车”，从今年起，上汽红
岩用户通过“所见即所得”的个性定制，即可买到符合自己要
求的“梦想卡车”。

“蜘蛛智选”基于互联网和云计算技术，为用户打造定制化
产品和服务。用户可在该平台上勾选运行工况、运输货物等条
件，或自由选择动力总成、外观颜色、驾驶室内饰风格、智能
系统，几分钟内，就能创造出符合自己实际需求的车辆配置。

“‘蜘蛛智选’能让用户获得可允许范围内最大的自由
度，让每一辆卡车都有独特的个性标签，基于大数据挖掘，帮
助用户合理化选购卡车。”上汽红岩相关负责人表示，凭借该
平台，原本只出现在旗舰车型上的顶级配置能够根据需求，
出现在用户自定义的车型上。

上汽红岩智能化改造升级

帮用户定制“梦想卡车”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仅需出
示一次证件，就可全程“刷脸”安检通
关。2月2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中科院
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获悉，全国首
个仅需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全程“刷脸”
通关的安检系统及其应用流程，在内蒙
古呼和浩特白塔机场试运行。

该系统被称为“人工辅助验证智慧
安保系统”，由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
术研究院智能安全技术中心、智慧航安
公司联合研发，民航反恐技术联合实验
室提供论证评测支持。

目前，在白塔机场，两条国内出港
安检通道前都配备了具有国际领先人
脸识别技术水平的自助验证闸机，旅客
使用登机牌打开闸机第一道门后，在第
二道门前进行人脸识别身份验证，8秒
内就可自助完成人证票核验，进入安检
通道。

之后，旅客再步入剩下安检通道
时，不会再有工作人员查验登机牌、二
维码，安检人脸识别复核工作已经在后
台完成。如果旅客在10号登机口登机，

就会发现，工作人员多了一个进行智能
人脸识别比对的“助手”，帮助其判断当
前旅客（包括始发、中转和经停旅客）是
否能登机。

“从现场试运行情况来看，通行效
率得到极大提升，还降低了机场人力成
本。”中科院重庆研究院智能安全技术
中心主任石宇说，这套系统推动了安检
流程的变革，将人工验证岗变为人工辅
助验证岗。“新流程试点应用得到民航
地区管理局的批复核准，在全国尚属首
个，预计将于3月底在白塔机场全面上
线。”

据了解，在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重点专项（简称弘光专项）项目“机场
安检智能识别系统”支持下，中科院重
庆研究院智能安全技术中心和智慧航
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自2017年开始
共同开展技术研发与转移转化，截至去
年底，其研发的重点产品“民航安检人
脸识别辅助验证系统”已累计示范应用
于国内70个机场的618条旅客安检通
道，覆盖了全国60%以上的重点机场

（年旅客吞吐量 1000 万人次以上的机
场）。厦门高崎机场启用该系统之后仅
6天，就连续查获9宗企图持用他人证
件乘机事件。

“人工辅助验证智慧安保系统”
作为该项目最新研究成果，在呼和浩特
白塔机场全面上线后，有望在国内其他
重点机场推广。

中科院重庆研究院牵头研发

民航全流程“刷脸”安检通关系统上线

人勤春来早。2月 14日，正月初
十，贺君丽一大早便带着工人上山给果
树剪枝。

当日上午11点50分，她在果林里
发了一条微信：今天最好的礼物不是送
花、送红包，而是送快乐、送健康、送太
阳橙，本农场太阳橙果树认领活动将从
今日起正式开启，一棵520元，保底40
斤。到下午3时，已有26人通过微信转
账认领了45棵果树。

今年42岁的贺君丽，是江津区夏坝
镇大坪村的返乡农民工。2014年，她接
过堂哥贺宝伦手里一个10年都没盘活
的果园，仅用了短短三四年时间，就将
这个果园变成了“宝”，去年实现盈利近
30万元。

柑橘个头匀称，3个刚好一斤

果园位于大坪村的一座小山上，原
来面积只有150亩。早在2003年，贺宝
伦就承包了这个果园，但之后10年不仅
没有挣到钱，还亏了不少。

“我堂哥亏钱的主要原因是不停地
换品种。”贺君丽说，贺宝伦接下这个果
园时，地里种的是黄栀子，他接手后换
成花椒，之后又换成柑橘，“投产没两年
就换品种，不亏钱才怪。”

2009年，在外务工多年的贺君丽为

照顾孩子回到江津，开过养生馆、美容
院。2014年，贺宝伦年龄大干不动了，
贺君丽便接过这个果园，将其高接换种
成卡拉卡拉红肉橙。

2016年，这150亩果园开始挂果，
2017年实现盈亏平衡，2018年盈利。

“我能盘活这个果园，主要靠‘三
招’！”贺君丽说，一是科学种植，二是微
信营销，三是品牌打造。

其中，科学种植尤为关键。从2014
年到2016年，她连续3年对果园进行土
壤改良：第一年在林下种植大豆、胡豆，
待到开花时，便将大豆、胡豆连茎叶带
花埋到土里；第二年种植油菜，待开花
时又埋到土里；第三年种植三叶草，长
茂盛后又埋到土里。

柑橘挂果后，她每年要施两次肥：
每年2月，将胡豆打成面，和着油饼一起
埋到土里；每年7至8月，再施一次油饼
和钾肥，以及由蚕粪加工成的有机肥。

果园的杂草由人工割除，不施一滴
农药，同时采取悬挂实蝇粘板的方式防
虫。待六七月枝头挂满果实后，她还要
对果树进行疏果，将每棵果树的挂果量
由200个左右减少至120个左右，并套
袋保护。

贺君丽表示，种植的全过程都是绿
色生产，确保种出来的都是放心柑橘。

而且，她种出的柑橘个头也非常匀称，
很多时候3个刚好一斤，一棵树40斤。

去年九成以上柑橘通过
微信销售出去

这样的精细化种植管理，成本高。
贺君丽算了一笔账：她每年光人工费就
要花8万元左右，加上肥料、套袋等费
用，总共在20万元左右，平均一亩成本
达1300多元。

这么高的成本，如何赚钱？
“我卖得贵！”贺君丽说，去年，她销

售的卡拉卡拉红肉橙，全部是20元一
斤，而市场上普通的卡拉卡拉红肉橙，
一斤只能卖到5元左右。另外，去年还
有人提前认领了100棵柑橘，按520元
一棵算，也达到10多元一斤。

贺君丽对果品品控非常严格。她
只将个头匀称、外观鲜亮的橙子对外销
售，而个头较小、果皮有斑点的橙子，则
免费赠送给客户品尝，这部分果实约占
总量的三分之一。

她的柑橘之所以能高价销售，还
与她采取微信营销有关。贺君丽的微
信好友有1000多人，平日她会将种植
管理柑橘的全过程发到微信里，大家
自然会对这种纯绿色生产方式种出的
柑橘感到放心，认为值这个价。去年，

她的柑橘九成以上都是通过微信销售
出去的。

今年将带动 100 农户
种果树、养畜禽

不仅注重品质，贺君丽还非常注重
品牌打造。

因卡拉卡拉红肉橙的果皮和果肉
都是红色，她将其注册成商标“太阳橙
卡拉卡拉”。2017年，她的柑橘成为重
庆第一个获得富硒产品认证的水果产
品，并被评选为“江津十大富硒农产
品”。目前，“太阳橙卡拉卡拉”已获准
使用我市“巴渝渝珍”和江津“一江津
彩”两大区域公用品牌。

品牌做出了名气，贺君丽也越来越
有底气。2018年，在夏坝镇党委、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她流转了170亩土地用
于扩大果园规模。今年年初，贺君丽又
采取“公司+农户”的方式，带动100户
农户种植果树。

“我们新发展了很多品种！”贺君丽
说，现在，他们不仅新种植了砂糖橙、杨
梅等果树，还搞起肉牛、黑毛土猪、青蛙
等特色养殖；接下来，他们还要改造民
宿，使大坪村一年四季有花看有果采，
吸引城里人来这里赏花、采果、吃饭、休
闲。

“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光靠我一
个人的微信朋友圈肯定不够！”贺君丽
说，下一步，将依托市里和区里的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资源和渠道，将农产品
卖到更多地区，卖出更好价格。

10年不赚钱的果园为何成了“致富园”
本报记者 周雨

2 月 23 日，北碚区歇马高坪湿地公
园，市民们在公园里休闲。

近年来，北碚区打好“三大”环保攻坚
战，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完成5家工
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和70家餐饮业
油烟治理，建设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和高
架源高清可视系统，在全市率先建成“大
气污染网格化监测预警体系”。完成4个
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和43家加油站防渗改
造工程，建立梁滩河跨区域横向生态补偿
机制，开展龙滩子水库来水整治工程，建
立全市首个湖库自动监测站，城市饮用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记者 万难 摄

歇马高坪湿地公园

民航安检
人脸识别辅助

验证系统

仅需出示一次证件

就可全程“刷脸”安检通关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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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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