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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首 席 记 者 陈 钧
记者 杨骏）4 月 29 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第二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下称“西洽会”）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本届“西洽会”将于
5月16至 19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
心举行。

本届“西洽会”以“开放新时
代、发展新作为”为主题，展览总面
积约11万平方米，分设魅力西部合
作展区、国际合作展区、陆海新通
道合作展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展
区、区域合作展区、跨国公司展区、
央企国企展区、知名民企展区等八
大主题展。

据了解，本届“西洽会”将举办
49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投资贸

易和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包括主题活
动10项、“一带一路”系列活动8项、
主宾国系列活动11项和专题活动
20项。

据执委会初步统计，本届“西
洽会”预计将有来自57个国家和地
区的300家世界500强企业、2000
余家跨国公司、2.2 万名境内外嘉
宾参展参会；多名外国政要 (前政
要)、高级官员也将齐聚山城。其
中，匈牙利、乌拉圭作为主宾国，四
川、贵州、陕西作为主宾省参加。
本次参展的4000余家企业涉及多
个领域，包括高铁轻轨、航空航天、
国防军工等，不少企业会携带自身
的新科技、新产品在本届“西洽会”
上亮相。

第二届“西洽会”将于5月16至19日举行

设八大主题展区
4000余家企业参展

4月 29日，市商务委主任张智
奎表示，本届“西洽会”是在国家提
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
格局的时代大背景下举办的，是重
庆立足“两点”定位和“两地”“两
高”目标，积极发挥“三个作用”的
重要载体。

本届“西洽会”，主要呈现三大特
点。

特点一
紧扣“一带一路”主题

本届“西洽会”，从主题活动到展
览展示，都紧扣“一带一路”时代主
题。

“西洽会”的活动中，不少都与
“一带一路”有直接联系。比如亚洲
300（Asia300）全球商业论坛重庆峰
会。该峰会将以“全面开放的亚洲经
济圈：地区合作带来的新商机”为主
题，亚洲知名企业负责人参与其中，
将共同探讨亚洲经济新时代和“一带
一路”新商机。

再如“一带一路”侨商组织年
会。该年会充分整合“一带一路”沿
线侨商资源、凝聚侨商力量，沿线国
家侨领、侨商组织、企业家和中国侨
商联合会代表，将分享最新研究成果
和投资发展经验。

本届“西洽会”还会举行2019中
国（西部）“一带一路”跨境投资与贸
易对接会，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逾500家机构和企业的千余
名嘉宾将展开精准对接、共谋合作发
展。

特点二
西部合作成热点

本届“西洽会”上，四川、贵州、陕
西等3个西部兄弟省作为主宾省，同
时开辟西部合作展区，全面展示西部
地区开发开放的风采。同时，广安、
达州、南充、巴中、泸州、资阳等城市
也将有政企代表团参展，并在现场举

行专场招商引资活动，推动成渝城市
群的深化合作。

“西洽会”将成为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促
进新一轮西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
要载体。在本届“西洽会”上，很多活
动都体现了西部合作这一主题。

比如，在内陆开放高峰论坛上，
邀请了西部省市的领导进行演讲交
流，以展示西部发展成果和蓝图。

“2019央企重庆行”活动则在国务院
国资委支持下，积极推动央地合作，
聚合央企资源，为西部大开发注入新
动能。

重庆日报记者还了解到，云南、
宁夏、青海、内蒙古等8个西部省区
市，也将在“西洽会”上开展专场推介
洽谈。

特点三
全面呈现区域发展新格局

本届“西洽会”，将深度契合区域
经济发展新态势、新格局。展会的八
大主题展区，都与区域合作深度匹
配。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山东、黑
龙江、辽宁等众多省区市都将亮相区
域合作展区。

“此举有利于西部地区联动长
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推动
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
区域发展战略合作共赢。”张智奎
说。

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接交流会，
则是2019上合组织地方领导人会
晤重要活动之一。据了解，本次交
流会将有上合组织7个成员国和4
个观察员国的省州（市）长代表团与
国内11个自贸试验区代表团参加，
各方也会展开共商、共建、共享合作
交流。

此外，2019渝港城市建设论坛、
中匈温泉产业合作高峰论坛和意大
利、乌拉圭、哥伦比亚、肯尼亚、老挝
等各国经贸推介交流活动，都将成为
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积极力量。

本届“西洽会”呈现三大特点
首席记者 陈钧 记者 杨骏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基础性、
先导性、战略性产业，重庆要在推进新
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
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
挥示范作用，必须加快交通建设。”市
交通局表示，今年，我市抓紧实施城市
提升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在建
的铁路、高速公路和“四好农村路”等
项目明显加速，多个重点交通项目已
开建或将开建。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视
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加力提速综合
交通规划建设，大力实施城市提升交
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建设国
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努力为重庆发挥
好‘三个作用’提供有力交通保障。”市
交通局表示。

铁路
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津

段改造有望近期开建

平整的路基，沿着山脉向远处延
伸。网状的边坡，由藤本、草本植物，
以及乔木、灌木形成的多层次绿植，浓
郁葱茏，盛开的鲜花点缀其间，犹如一
条流动的风景线。与路基连接的隧道
也已完工。

这是4月25日，重庆日报记者在
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龙盛车站路基段
看到的景象。在建的重庆铁路枢纽东
环线，虽2021年底才建成通车，但龙
盛车站长约4.3公里的路基以及连接
的隧道等土建工程已完工。

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包括东环
线正线、机场支线和黄茅坪支线，将连
接起重庆东站、重庆北站和江北机场
等重要交通枢纽，建成后将大大方便
市民出行。

截至4月初，重庆铁路枢纽东环
线路基及站场土石方工程累计完成设
计总量的53.2%，桥梁工程累计完成
设计总量的36.5%，隧道工程累计完
成设计总量的37.5%。

快速推进的重庆铁路枢纽东环
线，只是我市在建重点交通项目“加速
跑”的一个缩影。

市交通局称，目前重庆在建的铁
路项目推进顺利。截至今年3月底，
郑州至万州铁路(重庆段)完成土建工
程、桥梁和隧道约一半。涪怀二线土
建工程形象、桥梁进度完成近七成，隧
道进度完成81%。黔张常铁路土建
工程形象进度完成73%，桥梁、隧道

已基本完成。
未开建的项目也在加快推进。渝

昆高铁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已完成修
编及审查，有望今年开建。渝万高铁
完成了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成渝
铁路重庆站至江津段改造工程已完成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有望近期
开建。

渝湘高铁重庆主城至黔江段先期
开工段已于去年开工，全线初步设计
已完成审查。万州新田港铁路集疏运
中心也完成了初步设计审查。

高速公路
今年将开建渝遂扩能和

渝湘扩能项目

在提速铁路项目建设的同时，我
市已规划和在建的高速公路项目也加
快推进。

4月27日，在渝黔高速公路扩能
项目重庆段二合同段营寨村施工现
场，重庆日报记者看到，该段路基基本
完工，宽阔而又平整。工人们正在进
行道路附属工程建设以及实施边坡绿
化。

负责承建的中铁十八局称，该段
路基长2公里，从营寨村一直延伸到
民权村，是全线推进最快的一段。全
线控制性工程之一——全长超过3公
里的光明隧道，左右洞分别掘进400
多米，预计明年初就可贯通。

“渝黔高速公路扩能项目作为重

庆城市提升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重要组成部分，正全力推进。”施工方
负责人称，截至4月底，项目土石方工
程累计已完成设计总量的52.3%，桥
梁和隧道工程均全部开工，各项重难
点工程也在有序推进中。

据介绍，渝黔高速公路扩能项目
重庆段全线长99.9公里，全线按双向
六车道、时速100公里标准建设。

市交通局称，今年来，包括渝黔高
速公路扩能重庆段18个在建项目正
加快推进。今年2月，我市已开建奉
节至建始高速公路。年内还将开建渝
遂高速扩能重庆段和渝湘高速扩能重
庆段等项目，目前这两个项目已分别
完成初步设计和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编制。

今年，全长139公里、连接四川南
充和泸州的潼南至荣昌高速重庆段也
将建成通车，届时将为重庆增加两个
高速公路出口通道。

此外，作为城市提升交通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重要内容的普通干线公
路，目前我市已启动改造800多公里，
全年将启动实施3300公里。

四好农村路
1.2万村民小组今年将

实现通达或通畅

最近，徐汲光多了一个“打卡地”：
隔三差五，就要到正在硬化的六组通
组公路工地看看，了解工程进展情

况。工地上若需帮助，他都会毫不犹
豫地全力帮忙。

徐汲光是云阳县泥溪镇胜利村
六组村民。在建的六组通组路长
2.26公里，穿过徐汲光家门口。建成
后，村民坐车只需10分钟就能到达
泥溪镇。

该路虽然2014年已经建成，但一
直没硬化。车不通，村民出行全靠步
行，特别是到附近的泥溪镇，要花费近
两个小时。村民种植的包谷、红薯等，
也全靠肩挑背磨。

胜利村村支书黄沈称，该路建成
后，将方便该组100多人出行。与此
同时，连接该村9、10、11村民小组，全
长3.8公里的硬化路，有望今年8月完
工，届时全村村民将全部实现家门口
通公路。

“修一条路，就打开了当地脱贫致
富的大门。”云阳县交通局相关人士表
示，2019年，云阳县计划启动实施“四
好农村路”建设800公里，积极推进部
分未完工项目续建工作，力争村民小
组通达率达到 90%、通畅率达到
75%。

市交通局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改
善贫困地区交通环境，打通农村群众
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决不让任何
一个地方因交通掉队。根据城市提升
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今年我市
将建设“四好农村路”2.4万公里，新增
1.2万村民小组实现通达（通公路）或
通畅（通油路或水泥路）。

渝昆高铁有望年内开工，“四好农村路”今年建设2.4万公里……

实施“三年行动计划”重庆交通建设“加速跑”
本报记者 杨永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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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西洽会”将举办48场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投资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包括主题活动
10项、“一带一路”系列活动8项、主宾国系列活动11
项和专题活动20项。

■本届“西洽会”匈牙利、乌拉圭作为主宾国，四
川、贵州、陕西作为主宾省参加。

首届“西洽会”上，机器人担当起迎宾的角色，它与观展者“机智地”对答引
来大家笑声连连。 （本报资料图片）

只需将挑选好的面包盘放在扫描
仪下，“收银员”瞬间就能给出你的账
单，有哪些商品，单价多少，总价多少，
一目了然。

这位让雇主颇为满意的“收银
员”，是创新奇智(重庆)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创新奇智”）聚焦新零售打造的
自助结算机。

4月29日，在位于重庆高新区启
迪科技园（下称“启迪科技园”）的创新
奇智展示厅，重庆日报记者看到，这位

“收银员”采用高效的数据采集和交互
设计解决方案，既能识别外观相似的
不同类商品，也能识别造型不一的同
一类商品，完全不用人工操作。

实际上，这只是创新奇智围绕人
工智能开发的众多产品和商业解决方
案之一。虽然落户只有短短一年时
间，但在启迪科技园打造的创新创业
新生态中，创新奇智已经发展得风生
水起。

企业运行半年合同收入
4000多万元

创新奇智总部位于北京中关村，
是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旗下面向企
业提供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及商业解决
方案的公司。去年5月，创新奇智正
式签约入驻启迪科技园，并将此定位
为华西区总部公司。

实际上，在此之前，西部其他一些
省市也盛情邀请创新奇智去落地，相
比之下，在人工智能人才方面并不占
明显优势，但最终创新奇智还是选择
了重庆。

“重庆是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具有
重要的战略定位。重庆要建设西部创
新中心，正在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
引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推
动高质量发展。这座城市的发展潜
力，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创新奇智副
总裁何涛表示，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高
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更坚定了公司落
户的信心。去年 6月，公司完成注
册。7月，就已开始运行。

随创新奇智来到启迪科技园的，
还有一批人工智能领域的高端人才。
在四面八方“招兵买马”之后，美国哈佛
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日本早稻田大学以及清华、北大、浙大
等国内外名校的人才聚集重庆，成为创
新奇智的一员。这些技术人员的比例，
占全公司60多名员工的70%。

正因如此，聚焦新零售、制造、金融

三大行业，创新奇智开发的新技术、新
产品、新方案不断涌现。仅到去年底，
创新奇智华西区公司就申报了20多件
专利，合同收入达到4000多万元。

整合优势资源构建科技
创新服务平台

创新奇智是启迪科技园重点引
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领军企业之一。
自2017年投入运营以来，启迪科技
园的定位就非常清晰：整合清华大学
和启迪控股的优势资源，聚焦人工智
能，构建从众创、孵化到加速的“全周
期产业孵化、全要素产业服务”的科
技创新服务平台。以落地科技研发
总部为核心抓手，打造人工智能产业
生态链。

为此，除了创新奇智以外，启迪科
技园还引进了苏州纳智天地、启迪国
信、稻源微电子等企业，以及我国首个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RealAi瑞莱智
慧人工智能平台项目，对重庆的制造
业和金融业等进行智能化提升，对重
庆正在发展中的人工智能企业提供关
键技术支撑。

除提供优越的办公场地，启迪科
技园还帮助入驻企业开展项目申报以
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新型研发机构、
中小企业技术研发中心认定，申请重
庆高新区创业投资种子基金，帮助企
业对接政府和风险投融资机构，循序
进入资本市场，获得更多资金支持。

在龙头技术企业的带动下，一大
批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在启迪科技园快
速聚集。

截至今年3月底，启迪科技园已
入驻企业104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8家，OTC挂牌企业7家，5家企
业去年获得融资1276万元。入驻企

业去年产值达到4.5亿元，今年一季
度已达到2.3亿元。

加快完善产业布局

随着园区建设的不断完善，产业
集聚效应增强，以及园区环境、创新服
务平台的日益成熟，启迪科技园为入
驻企业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也为区域
产业升级与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在何涛看来，今年，创新奇智在重
庆还将有更大作为，预计合同收入将
达到1.5亿元。而他的目标，还不仅
于此。

“我们计划将创新奇智的总部从
北京迁来重庆，三年内在华西区聚集
200名左右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人才。”
他透露。

此外，他还希望在创新奇智的示
范带动下，帮助重庆引入和孵化更多
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企业，打造人工
智能产业生态圈。

而这也是启迪科技园正在进行的
产业布局——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
物联网产业链核心节点上的重点企业
全国总部或区域中心，形成人工智能
前端技术引领的核心企业聚集地；引
进人工智能产业链细分领域的领军企
业，引领园区产业发展；引进产业链细
分领域关键节点的研发和应用企业，
打通场景产业化应用的技术环节。

“今年，我们还将在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OTC企业挂牌、国际技术交流
合作等方面加大力度。”重庆启迪高开
科技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唐秀
娟表示，预计今年园区内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将达到12-15家，新增OTC
挂牌企业10家，此外，通过加强与意
大利、英国、法国的技术合作交流，推
动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圈加速形成。

启迪科技园聚焦主题创新形成聚集效应 一年时间吸引上百家企业入驻

致力打造人工智能产业生态链
本报记者 张亦筑

截至今年3月底，启
迪科技园已入驻企业
104家，其中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8家，OTC挂牌企
业7家，5家企业去年获
得融资1276万元。入驻
企业去年产值达到 4.5
亿元，今年一季度已达到
2.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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