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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双百”行动，用大
数据智能化为企业赋能

重庆日报：在我市新一轮发
展中，涪陵将如何推动传统企业
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加
快建设重庆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
地？

周少政：在新一轮发展中，涪
陵被定位为重庆重要的现代制造
业基地、区域性中心城市和成渝
城市群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这
个定位决定了涪陵在全市发展大
局中应有更大担当、更大作为。

为此，我们在构建市场竞争
力强、可持续的现代产业体系过
程中，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着
力实施工业企业提升“双百”行动，
即力争用3年时间，推动100户规
模以下工业企业升规、100户亿元
级工业企业升级，积极培育一批
产值过200亿级、100亿级、50亿
级的大型企业、中坚企业，努力形
成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
天盖地的企业发展格局。

首先是加快大数据智能化发
展。坚持“点线面”结合，加快建
设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数字化
生产线，加快制造业升级步伐。

“点”上抓单台设备改造、推动企
业“机器换人”，“线”上抓生产线
升级、装备成套自动化数字化生
产线，“面”上抓系统集成、建设智
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提高生产
的标准化、自动化、数字化、智能
化水平。目前，涪陵已实施智能
化改造项目40个，创建市级智能
工厂4个、数字化车间20个，数量
居全市首位。力争到2020年重
点工业企业关键数控化率达到
55%，“两化”融合发展指数达到
60。

其次是加快构建创新体系。
按照“一个重点企业一个研发平
台，一个支柱产业多个研发中心”
工作思路，加快页岩气、中医药、
榨菜、新材料等重点研发平台建
设，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创
新力度，加强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力争
到2020年，高新区工业总产值突

破1500亿元，R&D投入占比突破
5%，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机构、科技
服务机构分别达到130家、80家、
50家。

强化招商引资选资，加
快壮大新兴产业

重庆日报：涪陵正着力加快
五大主导产业的发展，但有些新
兴产业规模实力还不强，涪陵该
如何加快这些产业的发展？

周少政：我们认为，发展是
一个内外全方位合作的过程，因
此，在加快新兴产业发展时，除
了加强本土企业的培育外，我们
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无中生
有”“有中做强”最直接最有效的
抓手。

一是紧扣产业集群抓招商。
聚焦五大主导产业，围绕补链成
群大力招商，突出发展以页岩气
为主导的350亿级清洁能源产业，
以榨菜、中医药、生物技术为主导
的500亿级食品医药产业，以聚
氨酯、聚酰胺为主导的650亿级新
材料产业，以整车、船舶制造为主
导的300亿级装备制造产业，以集
成电路、云计算为主导的100亿级
信息技术产业，力争工业总量早
日突破2000亿元大关。

二是围绕龙头企业抓招商。
发挥龙头企业带动引领作用，目
前页岩气百亿立方米产能大气田
累计产气量突破200亿立方米，
重庆华峰建成全球最大己二酸生
产基地，太极集团藿香正气液单
品销售突破10亿元，涪陵榨菜市
场占有率全行业第一，“涪陵造”
棕刚玉获评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
产品，我们依托这些龙头企业进
一步挖掘存量潜力，发挥配套招
商、以商招商作用，不断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

三是依托三大国家级平台抓
招商。我们当前正按照重庆涪陵
综合保税区今年9月封关运行、国
家高新区年内通过科技部考察、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走在前
列目标，加大建设力度，这三大国
家级平台将在进出口贸易、创新
技术支撑、相关政策扶持等方面，

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带来重大机
遇和竞争优势。

同时，我们加快打造大通
道、大物流，依托长乌两江、三高
三铁、龙头枢纽港，构建铁公水
多式联运体系，去年以来，良好的
开放条件吸引了万凯年产120万
吨食品级PET高分子新材料、韵
达西南电商物流基地、启迪科技
城等一批优质项目落户，为建设
现代制造业基地进一步奠定了
基础。

实施服务企业“三百”行
动，优化营商环境

重庆日报：近年来，涪陵引入
了不少优质企业。企业落户后，
涪陵是怎样加强服务，让企业全
力投入到生产发展中？

周少政：一个地方的营商环
境是吸引力、竞争力，更是生产
力，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营商环境，
那么建设重庆重要的现代制造业
基地就是一句空话。为此，我们
持续深入开展服务企业“三百”行
动，即“百名领导联系企业，百个
科室对接企业，百项涉企问题化
解”，并以此为契机，千方百计帮
助企业解决困难，持之以恒支持
企业发展，全力以赴营造更优发
展环境。

在要素保障上做“加法”。全
面完成聚龙电力“四网”融合股权
重组，依托聚龙电网政府定价、页
岩气就地利用等优势，构建两张
网并行供电、多气源同时供气格
局，为企业产能释放提供充足的
用电、用气保障，2018年通过优惠

气、直供电方式为企业减负1.7亿
元。

在减税降负上做“减法”。充
分发挥助保贷、转贷应急周转金
等资金池作用，累计为企业融资、
转贷 10.29 亿元，节约成本近
5000万元。全面清理涉企收费、
建立收费清单，全面落实社保降
费等减税降费、降本增效政策措
施，全力帮助企业争取专项资金
支持，今年1-4月已为企业降本
减负约6.9亿元。

在优化服务上做“乘法”。实
施“三百”行动，30名区领导、97名部
门负责人与191家企业完成联系对
接，走访企业1237户，排查梳理企
业难题294个，处置化解225个。
行政审批服务实现“四办”全覆盖，
平均办理时限压缩2/3。

本报讯 （记者 王翔）6月17日，在涪陵榨菜集
团的生产车间里，一颗颗剥了皮的青菜头原料沿着传
输带，陆续被送上数字化生产线，从原料到最终包装好
的成品榨菜，中间不再有人工参与制作，一切都交给机
器完成。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这些数字化生产线还
将进一步升级，涪陵榨菜集团将在今年底投用更加先
进的智能化工厂。

“你现在看到的是榨菜的数字化生产线，它让我
们生产榨菜的效率大幅提升。”涪陵榨菜集团一负责
人表示，目前，涪陵榨菜集团已经改造升级了11条数
字化生产线，平均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80吨成品
榨菜，而以前靠人工制作，400来人一天也仅能制作
30吨。

以青菜头清洗为例，以前需要手工清洗，现在通过
一台类似滚筒洗衣机的翻滚高压水清洗机，就能够清
洗青菜头。同样，在脱水、切丝、拌料、包装等生产环
节，通过攻关，也全部实现了数字化生产。

“现在这些生产线仅仅被称为数字化车间，而更
加先进的智能化工厂即将在今年内投入使用。”该负
责人介绍，数字化车间虽然是全自动的，但各个环节
之间的数据没有全部打通，仅能单独检测各自环节
的数据。

为将这些相对独立的数据串联起来，发挥实实在
在的效益，从去年开始，涪陵榨菜集团投入2000多万
元引进智能化控制系统，并配套投入2亿元，新建涪陵
白鹤梁榨菜厂1.6万吨脆口榨菜、辽宁盘锦5万吨脆口
萝卜2个智能化工厂。

新的智能化工厂建成后，通过智能化技术，企业可
以全面精确计算出榨菜里的含盐量、含水量、含酸量等
数据，并将其整合和分析，以此为基础，再结合市场调
研，改进榨菜制作技术或对原本配料进行调整，生产更
加符合消费者口味的产品，“未来，涪陵榨菜将有望实
现定制化生产，成为涪陵榨菜新的核心竞争优势，以应
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

涪陵榨菜生产
由数字化车间迈向智能化工厂

记者手记

涪陵作为传统工业大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其工
业仍然逆势上扬，传统产业功不可没——2018 年，全
区实现规上工业产值1516.9亿元，工业增加值率达到
33.3%，更重要的是，发展质量向好，企业利润和税收都
实现两位数增长。

他们的秘诀是什么？就是紧紧扭住大数据智能化
这个“牛鼻子”，践行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推动产业的整体转型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

采访中，重庆日报记者就深切感受到涪陵区通过
推动大数据智能化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该区传统
产业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

在华晨鑫源汽车生产基地车间内，新车型的整个
生产过程基本实现无人化，冲压、焊装、涂装、总装等关
键装备数控化率达到了88%，机器人成为生产的主力，
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使得其生产的商用车销售实现
逆势增长。

在大朗冶金新材料公司，6个冶炼车间内的自动
化、智能化设备数量占比都超过98%，实现了矿热炉电
压、电流、有功功率、温度等实时监控，异常情况自动报
警，自动分析，自动调整参数，减少了设备故障，安全性
大幅提升，产品品质得到保障，成为铁合金冶炼流程型
行业智能化改造样本……

正是这一个个大数据智能化融合应用的叠加，让
涪陵传统产业有了新的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产品附加
值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最终汇聚成为涪陵高质量
发展的新动能。

大数据智能化
为传统产业注入新活力

□王翔

实施工业企业提升“双百”行动
建设重庆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访涪陵区委书记周少政
本报记者 王翔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指出，要坚定不移推

动高质量发展，扭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

线，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

构建市场竞争力强、可持续的现代产业体系。涪陵

是我市的传统工业基地，如何进一步推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6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涪陵区委

书记周少政。

涪陵李渡新区，美心翼申公司数字化生产线。 通讯员 李辉 摄

涪陵李渡新区，华兰生物血浆检验仓储数字化车间。 通讯员 李辉 摄

重庆首家民营三级专科医院获批试管婴儿运行资质
据调查显示，当前，中国的不孕

不育者对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
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

日前，我市再添一家获批试管婴
儿运行资质的医院——重庆北部妇
产医院。自今年4月取得资质试运
行以来，该院已完成治疗周期30多
个，成功率稳定在60%以上。据悉，
重庆北部妇产医院是继市妇幼保健
院、重医附一院、附二院、陆军军医
大学西南医院、新桥医院、大坪医院
后第7家获准开展试管婴儿助孕治
疗的医院，也是重庆唯一一家具备
试管婴儿运行资质的民营三级专科
医院。

严格执行运行标准
保障舒适医疗服务

“医院此次获试管婴儿运行资
质，首先必须满足三级医院的验收标
准，其他各项技术指标都达到国家验
收、专家审核标准，在国家卫健委专
家组的验收下，重庆卫健委才予以授
牌。”

北部妇产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
任曾品鸿介绍，自2016年取得“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筹建资质、2017年正

式获批夫精人工授精技术试运行，
到2018年“夫精人工授精技术”升级
运行，再到2019年“体外受精-胚胎
移植和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
术（试管婴儿）”试运行，北部妇产医
院严格按照国家卫生部和卫健委的
要求，在市卫健委领导和监督下，严
谨规范地执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运
行标准。

据了解，重庆北部妇产医院前
身是“重庆市妇幼保健院鸳鸯分
院”，在优质的医学技术基础上，提
倡“舒适医疗”，为不孕不育者提供
多方位临床评估、一对一全方位医
疗服务以及温馨的就诊环境。“在保
证技术和服务的同时，价格上我们
和重庆市公立医院是同样的标准。”
北部妇产医院还率先在重庆市开展
无痛取卵技术。曾品鸿介绍，无痛
取卵是在保证同等取卵效果的前提
下，用适量麻醉，让患者在手术过程
中保持轻松，缓解焦虑情绪，缩短手
术时间。

升级辅助生殖技术
有效提高妊娠几率

国内领先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国
际尖端的基础配套设施，是北部妇产
医院保持高治愈率的保障。据曾品
鸿介绍，按照最科学、最先进标准建
造的实验室，拥有国际领先的进口辅
助生殖设备，还将引进time-lapse、
胚胎呼吸率测定等新技术，为“试管
婴儿”技术升级及妊娠几率的提高，
提供有力保障。

曾品鸿说，约七成做试管婴儿的
女性年龄集中在30~34岁，且每年以
半岁的速度在增加。一方面，一些年
龄较大的女性想借助辅助生殖技术
生二胎；另一方面，现在女性结婚和
生育年龄都在往后延。“这就对辅助
生殖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我
们成为行业标杆的动力。”

经过5年的积淀，北部妇产医院
集结了资历深厚、经验丰富的业内权
威专家，针对性强、治愈率高的核心

临床医疗团队，以及完善的基础配套
设施，以求让每一位就诊者舒适助
孕、舒适生育。

专注生殖遗传学科
打造一站式助孕平台

除了舒适的就诊环境、先进的诊
疗设备、权威的生殖医生，重庆北部
妇产医院同时致力于医疗服务的创
新转型，将全面整合全球线上线下医
疗资源，实现用户诊疗信息全程透明
化，让患者从建档检查到胚胎移植，
在线监测试管周期全流程。在学科
上，医院针对子宫内膜薄、卵巢早衰
等临床难题，将投入大量资源，整合
国内外医科大学专家进行重点研究，
填补国内这一课题的空白，以更核
心、更领先、更规范的辅助生殖医疗
技术，打造专业化、个性化、舒适化的
一站式助孕平台。

试管婴儿技术诞生至今，被称为
人类生殖技术的一大创举。从市场
趋势来看，辅助生殖已成为刚性需

求，技术难度趋于相对标准，普及日
益广泛。尽管国内生殖医院目前以
公立为主，但长远来看，伴随市场化
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具备辅助生殖技

术和服务优势的民营医院，将会成为
更多不孕家庭的选择。

邓嘉桂

图由北部妇产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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