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随着“云
长制”在我市全面推行，全市政务信息
系统将从今年起启动迁移上云和内部
整合。8月1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下称“市大数
据发展局”）获悉，今年全市非涉密信
息系统迁移至“数字重庆”云平台的比
例总体将达75%，同时，市级部门内部
信息系统整合率总体将达50%，各区
县（开发区）结合信息系统数量和业务
类型，制定本区域信息系统整合方案，
报市云长制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审核后，另行制定各区县（开发区）信

息系统整合计划。
市大数据发展局表示，目前该局

正加快建设“数字重庆”云平台，市级
各部门已建的云平台将逐步整合接入

“数字重庆”云平台，加快建成“部门
云”，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区县（开发区）
基于“数字重庆”云平台建设“区县
云”，实现全市“一朵云”部署。今年9

月前，市级各部门、各区县（开发区）须
根据自身信息系统数量和业务类型，
自主选定1家云服务商，做好迁移准
备，到12月前完成本年度迁移上云计
划。

从明年起，市级各部门、各区县
（开发区）非涉密信息系统硬件设备
采取统一向云服务商购买服务的方

式进行建设，不再新建、改扩建非涉
密政务数据中心机房，现有非涉密政
务数据中心机房不再新增相关设施
设备，实行逐步淘汰。今后，除国家
有关部委垂直部署的信息系统外，原
则上所有市级部门只有一个数据平
台，所有信息系统均在该数据平台上
整合、开发，切实破除数据孤岛，推进
业务协同。

另外，从本月起，市“云长制”办公
室将组建10个督查服务组，对全市各
云长单位完成工作目标情况进行督导
服务。

“数字重庆”云平台加快建设
全市政务信息系统将迁移上云

首批在政法、组工、城乡建
设、交通、农业、对外开放等6个
系统设立“系统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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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云迁云：
● 2019年，全市各级各部门非涉

密信息系统迁移至“数字重庆”云平台的

比例总体达到75%；

● 2020年初步建成“1+N”的“大
云牵小云”体系，基本完成信息系统迁移
工作。

集约建设：
● 2019年，市级部门内部系统整合比例总体达

到50%；

● 2020年，部门内部系统整合比例总体达到

75%以上。

数据管理：
● 2020年，建成以“两个系统+

四大基础库（自然人、法人、自然资源
和空间地理）+N个主题库+N个部门
数据池”为框架的城市大数据资源中
心。

融合应用：
● 2019年，聚焦1-2个领域重点突破；

● 2020年，基本完成4个统一（App、热

线、共性技术支撑系统、业务协同支撑系统和智
慧城市运行管理平台）建设；

● 2021年，建成10个左右在全国有影响的

典型智能化应用示范项目。

安全保障：
● 2019年，开展政务数据汇聚、共享、开

放、应用全过程的数据保密、风险评估、安全审
查、应急处置等工作；

● 2020年，建成数据及网络安全管控制度
与防护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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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总云
长”，分管大数据工作的市领导负责
具体协调推进，其他市领导负责分
管领域的推进工作

市“云长制”
办公室”

设在市大数据发
展局。

云长 各区县政府、市级各部门主
要负责同志为各单位“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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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数据壁垒 推动数据“聚通用”

重庆全面推行“云长制”
本报记者 夏元

重庆正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
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在这一过程中，为有效提高数据
管理应用水平，近期市委、市政府相继
审议通过《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方案（2019—2022年）》《重庆市全面
推行“云长制”实施方案》《重庆市政务
数据资源管理暂行办法》。

出台这一系列文件，是市委、市政
府抓大数据促智能化打出的系列“组
合拳”。其中，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案
绘制了“顶层设计架构”和“施工图”；

“云长制”方案明确了推进机制和责
任；暂行办法提供了推进工作的法制
保障。特别是“云长制”方案提出进一
步建立健全“管云、管数、管用”体制机
制，深入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打破数据壁垒、破除数据孤岛，推
动数据“聚通用”，为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提供有力保障。

由此，“云长制”在重庆全面推行。

创新应用
消除数据共享“肠梗阻”

何为“云长制”？
“‘云’是公共信息基础设施，数

据‘上云’后需要人来进行管理，‘云
长制’就是这套管理体系。”市大数
据应用发展管理局（下称“市大数据

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云长，是
从科技概念衍生出的一个管理者身
份。

数据只有“上云”以后，才能更好
地被共享和应用；更重要的是，“上云”
后的数据要管用，就要在数据治理、安
全防护多方面，从顶层设计到技术规
范进行统筹，因此无论“管云”“管数”

“管用”都需要“云长”。于是，“云长
制”应运而生。

今年3月，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指出，要探索实行“云
长制”，打破“数据壁垒”、破除“数据孤
岛”，不断提升数据“上云”水平。4
月，市政府第45次常务会上也强调，
要加快推进“云长制”。

按照市委、市政府指示，市大数据
发展局在学习借鉴贵州、上海、广东等
省市先进经验基础上，会同相关部门
起草了“云长制”方案。

数据“上云”与设立“云长制”，两
者是因果关系，推动数据“上云”，正
是市委、市政府办公厅出台“云长制”
方案的核心要义。只有让数据“上
云”，才能更好地“聚通用”，也就是将
数据资源“全面汇聚、共享互通、创新
应用”。此次“云长制”方案出台，就
是用改革思路和办法推进大数据智
能化创新发展，以更大力度、更实举
措来消除全市各级部门之间数据共

享的“肠梗阻”。

三管齐下
构建数据管理新格局

市大数据发展局介绍，管“云”，是
建立起共享、共用、共连的云服务体
系，即“数字重庆”云平台作为“大云”，
各区县政府和市级各部门非涉密政务
信息系统向该云平台进行迁移，加快
全市内部信息系统优化整合，严控政
务数据中心机房建设，推进全市政务
专网整合。

管“数”，是构建城市大数据资源
中心，即出台大数据法规标准，编制政

务数据资源目录，构建科学的数据汇
聚、开放架构，建立健全数据安全保障
体系。

管“用”，是推广智能化典型示范
应用，即按照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方案，在民生服务、城市治理、政府
管理等方面，统筹推进智能化应用，建
设智慧城市综合服务平台，推进智能
机关建设。

量化目标
明确工作推进时间表

此次“云长制”方案明确提出“建
云迁云、集约建设、数据治理、融合应

用、安全保障”五项量化的工作目标。
其中，建云迁云是在2019年基本

完成“数字重庆”云平台建设，各级各
部门非涉密信息系统迁移至“数字重
庆”云平台的比例总体达到 75%；
2020年初步建成“1+N”“大云牵小
云”体系，建成政务云、行业云、企业
云，各级各部门基本完成信息系统迁
移工作。

集约建设是2019年市级部门内
部系统整合比例总体达到50%；2020
年部门内部系统整合比例总体达到
75%以上，基本完成市级部门非涉密
政务专网整合并入全市电子政务外
网。

此外，数据治理是建设全市统一
的城市大数据资源中心，实现“两个系
统+四大基础库+N个主题库+N个部
门数据池”的集中部署，推动数据大集
中；以落实“三清单”（目录、需求、责任
清单）为重点，建立数据采集、汇聚、共
享、开放、应用、监督、安全的制度体
系。

融合应用是用两年时间基本完成
全市统一App、统一热线、共性技术
支撑系统、业务协同支撑系统和智慧
城市运行管理平台建设，培育智能化
应用示范项目。

安全保障是逐步建成数据及网络
安全管理制度与保障体系，建立数据
安全态势感知和监控机制，定期开展
风险评估和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
能力。

分级负责
上下联动“压责任”

“设立云长，就是要进一步细化
‘管云、管数、管用’工作任务。”市大数
据发展局负责人说。

为推动上述目标顺利完成，我市
建立了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任“总云
长”，首批在政法、组工、城乡建设、交
通、农业、对外开放6个系统设“系统
云长”，各区县政府、市级各部门主要
负责人为各单位“云长”，在市大数据
发展局设全市云长制工作协调领导小
组办公室的“云长制”架构体系，并明
确了各自工作职责。

同时，我市还建立了“云长制”会
议制度——由总云长定期召开云长会
议，听取各单位履职情况；市“云长制”
办公室统筹建立市级“云工程”年度滚
动实施机制，并建立绩效考核制度，由
市考核办将“云长制”落实情况纳入全
市各级各部门年度目标绩效考核内
容，对落实“云长制”和“管云、管数、管
用”成效进行评估，将通报评估结果与
信息化项目立项挂钩，全力推动以智
慧城市建设为主要抓手的“管云管数
管用”工作取得实效。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
习生 孙天然）智能化有何魔力？8
月1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位于两江新
区的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北
大医药”）获悉，北大医药通过“增肌减
脂”策略和智能化改造，让工厂产能扩
大3倍，公司效益连续两年实现大幅
增长。

在北大医药的生产车间，重庆日
报记者看到，一瓶瓶灌装药品整齐地
排列着，有序地从洁净分装区输送至

包装区。只见设备飞速运转，动作灵
活而精准，经过洗烘瓶、分装、轧盖等
工序，一批药品正被工人分装包装，它
们将被运往全国各地。

以一款口服液生产为例，通过智
能化改造，不仅生产时间大大缩短，人
力成本也节约了不少。北大医药生产
制造中心302车间主任郑晓东说，“早
先，一条生产线需要30多个人，现在
只需要不到10个人不时检查一下设
备即可。”

北大医药设备能源部副总经理袁
鸿康称，近年来，北大医药处于“增肌
减脂”期，产品结构从中低端药品流通
业务，逐步向中高端药品制造业转
移。与此同时，北大医药将转型重心
放在硬件的智能化升级，其产能也随
之扩大3倍。

通过智能化改造，工厂的操作员
工减少了30%，降低了劳动力成本，
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影响，提高了产品
质量，同时改造项目的生产效率也从

70%提升到 85%，节约能耗 20%以
上，产能得到了很大扩充，以粉针制剂
产品为例，产能从3000万支/年可扩
能至1亿支/年。

在“增肌减脂”策略和启动智能
化改造带动下，2017年和2018年，北
大医药业绩均出现上涨，两年分别实
现净利润3426.10万元和4517.85万
元 ，分 别 同 比 上 涨 172.80% 和
31.87%。

今年，北大医药将陆续完成整个
工厂的智能化扩建升级，其中，一期项
目将投资670万元更新为国内先进的
高速铝塑包装线和博世胶囊填充机，
进一步提升产品生产质量和生产线自
动化效率，这项改造工程将于今年内
完成。

北大医药实施智能化改造

产能扩大3倍 效益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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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品福杯明品福杯””
2019重庆市全民健身摄影比赛

活动官网二维码

今年1月1日，《重庆市全民健身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条例》
规定每年4月为全民健身月，8月8日为
全民健身日。在此期间，全市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全市人民健身热情
高涨，全民健身理念不断深入人心。

4月15日，“明品福杯”2019重庆市全
民健身摄影比赛正式启动，以“全民健身”
为主题，向公众发出征稿启事，截至目前已
收到400余幅投稿作品。作品征集将持续
到9月中旬，欢迎大家继续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ydcq2019@163.com
联系电话：023-67527800
该活动由中国冷链物流百强企业重

庆明品福集团冠名赞助，其运营的中国
西部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创新性地为商
家提供了多业态多元化的展销平台，实
现农副产品一站式综合采购。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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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编码：B0004L350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657889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
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万州区
高笋塘86号

邮编：404100 电话：023-58125024
成立日期：1959-08-01 发证日期：2019-07-3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万州监管分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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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编码：B0004S3500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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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
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忠县
忠州街道中博大道4号

邮编：404300 电话：023-54232856
成立日期：1978-10-13 发证日期：2019-07-3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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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8月16
日，在2019智博会首场论坛“智造新
动能·智联新产业”高峰论坛上，重庆
大数据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正式揭牌。

据悉，重庆大数据人工智能创新中
心由电子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大数据
研究中心主任周涛牵头建设。该创新中
心将聚焦金融、交通、工业、医疗等领域
大数据智能化应用，深入探索政产学研

用协同创新，着力建设“一中心、一基金、
一管道、一集群”，推动“成渝城市群”各
城市大数据智能化产业发展，助推重庆
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竞争力提升。

据介绍，“一中心、一基金、一管
道、一集群”分别是：大数据技术研究
中心，大数据创业企业孵化基金，大数
据人才流动管道，培育重庆大数据智
能产业新总部集群。

重庆大数据
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揭牌
聚焦金融、工业、医疗等领域大数据智能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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