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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今年3月，我市再次在体制机制上大胆

创新，在全市范围内推行“云长制”。通过
“云长制”，我市构建起总云长—系统云长—
部门云长—区县云长的工作体系，把“管云”

“管数”“管用”推进机制和工作责任，层层压
紧压实。

7月底，我市政务数据运营的载体平台
——数字重庆大数据应用发展有限公司正式
成立。

一年来，一系列政策举措也紧锣密鼓地推
出——

2018年8月底，《重庆市加快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若干政策》出台，设立总规模为500亿
元的重庆市半导体产业发展基金。

11月，《重庆市智能制造实施方案(2019—
2022年)》出台，提出力争到2022年，累计推动
5000家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建设一批智能
工厂、数字化车间、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12月，《重庆市加快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2018—2022年）》
出台，不仅对相关平台、研发机构和产品给予
真金白银的支持，还在降低企业成本、引进和
培养相关人才上下功夫，给予贷款贴息、物流
补助等。

2019年4月，《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方案（2019-2022年）》出台，明确“135”（即 1
个智能中枢、3大支撑体系、5类智能化创新应
用）的架构体系，绘制了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
架构”和“施工图”。

5月，《重庆市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
划（2019-2022年）》出台，提出到2020年，全
市超高清视频总体产业规模将达到1000亿
元，2022年达到3000亿元。

7月，《重庆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暂行办
法》出台，为政务数据资源采集、汇聚、共享、开
放、应用、监督的全链条管理提供了法制保障。

一连串密集的调研，一场场务实的会议，
一系列创新的改革，一揽子关键的政策举措，
在全市树立起以大数据智能化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坚定理念，凝聚起强大
共识和合力。

一套全产业体系 启动高质量
发展新引擎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
动感的音乐响起，舞台上，160个机器人跳

起集体舞，动作整齐划一，萌态十足。首届智
博会上，这一独特的暖场表演，瞬间点燃全
场。现场嘉宾纷纷拿出手机、相机，记录下精
彩的一幕。

这个精心安排的细节，意味深长。
作为制造大市，重庆以此吹响了向智能化

产业进军的“号角”，向世界展示了发展大数据
智能化产业的优势和雄心。

“过去，重庆汽车、笔电‘两极独大’，随着
国际市场深度调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重
庆的产业结构性矛盾逐渐凸显。”市经济信息
委主任陈金山说。

出路在哪？
“首届智博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陈金

山说。
那就是，坚定不移把大数据智能化创新作

为重庆发展的战略选择，一手抓研发创新、一
手抓补链成群，着力构建“芯屏器核网”全产业
链，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
经济发展新动能。

重庆举起了大数据智能化发展大旗。一
年来，一大批重大项目落户重庆——

英特尔，在渝布局全球最大、亚洲唯一的
FPGA创新中心；

万国半导体，在渝布局国内首条12吋功
率半导体晶圆线；

京东方，在已投产1条8.5代TFT—LCD
面板线、1条整机线、1条背光光源线的基础
上，新落地1条6代AMOLED（柔性）显示面
板线、1条模组线；

OPPO落户重庆的智能生态科技园，将成
为OPPO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和物流中心；

紫光集团落地重庆的“智能安防+AI”项
目，将助力重庆打造千亿级智能安防生态圈
……

在重大项目、重大平台的引领下，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跟进，快速构建产业体系和核心竞
争力，重庆“芯屏器核网”全产业体系持续壮大
——

“芯”，构建起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
测试—原材料配套全产业链条。今年上半年，
我市集成电路产量达20.4亿块，增长近4倍；

“屏”，玻璃基板—液晶面板—显示模组—
显示终端产业链群进一步完整。今年上半年，
重庆液晶显示屏产量达1亿片，增长24%，重

庆入围首批国家超高清视频产业重点培育城
市；

“器”，全国手机品牌企业前20强已有7家
落户重庆，整机生产企业达55家、配套企业
386家，基本形成“整机+配套”以及“生产+检
测+供应链服务”产业体系。今年上半年，重庆
手机产量8000万台，其中智能手机4653.1万
台，占全球智能手机产量的6.3%；

“核”，新开工紫光芯云“智能安防+AI”、
海康威视重庆科技园（二期）、欧中电子公司电
子气体等项目，川仪自动化、盟讯电子等本土
企业分散控制系统、现场总线控制系统和可编
程控制系统等智能化产品加紧开发；

“网”，航天云网、腾讯云、京东云、紫光南
方云等在渝布局建设工业互联网区域总部，全
市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进一步完善。

在各个区县，智能产业发展也风生水起。
两江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已成为经济增长

的强大引擎，数字经济企业超过4000家；
永川区，已聚集了4家德国知名高端数控

机床企业；
巴南区，国际生物城异军突起，目前已累

计引进医药企业50余家，投资总额超350亿
元；

……
数据显示，一年来，全市新签约智能产业

类项目809个，占全市工业签约项目的52.3%；
项目总投资6766亿元，占全市工业总投资的
58.7%。

2018年，全市智能化类项目投资达1000
多亿元，占工业投资总额的40%。今年上半
年，智能化类项目完成投资680亿元，占工业
投资总额的45.8%。

新兴产业加快聚集的同时，传统产业也加
快了智能化升级的步伐。

冲压、焊装、涂装、总装……诸多环节全部
由800多台机器人完成。工厂内，焊接自动化
率达到100%，涂胶、滚边、工位间输送、大件上
料等也都交给了机器人。这是金康新能源工
厂的日常。

这样的场景，如今在重庆各大工厂并不稀
奇。

在盟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抓取
物料、运输物料，全部由机械手臂和无人驾驶
的智能小车完成；

在生产肉类罐头的德佳公司，每一个罐头
都会被拍照，还要接受X光机的扫描，罐头内
有骨渣或异物、重量检测不达标，都会被自动
提示；

在中铝萨帕，5名工人能完成以前近百人
的工作量，从接单、生产、包装到运输，全流程
智能化操作；

……
截至目前，我市已在存量企业中，累计实

施324个智能化改造示范项目，带动800余家
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全市工业技改投资增幅高达50%，拉动工
业投资增长14%。

智能化技术，还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
炎热夏日里，天合牧场的智能化设施为奶

牛自动喷水降温、调节饮水温度、自动清洁粪
便；

旭田植物工厂内，没有土壤没有阳光，成
千上万棵蔬菜却青翠欲滴、长势喜人；

铭阳果业农场，因为安装了近10套物联
网设备，管理人员可坐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喝
着咖啡，远程管理2000多亩的农场；

……
一大批“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的投

用，大幅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今年上半年，我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0%。支柱产业从去年的“六增三降”转变为
“八增一降”，电子行业增速回升至12.4%。

一朵“云” 提升民众数字获得感

8月15日，在手机上通过“渝快办—重庆
政务掌上办”查询到自己的住房公积金余额
后，市民曾衍碧高兴地说：“有了‘渝快办’，我
们群众办事越办越快，越办越愉快。”

“渝快办—重庆政务掌上办”是什么？它
是“渝快办”向移动端的延伸，去年11月上线。

为杜绝各部门重复建设的数据“孤岛”和
数据“烟囱”现象，我市将各个部门和区县分散
的网上审批系统，整合为统一的“渝快办”平
台，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目前，“渝快办”已集成全市58个市级部
门、3600余项政务数据资源，上线政务服务共
564项，日均办件量超过10万件，成为全国上
线数量最多、服务渠道最广、效能监管最严的
省级移动政务服务平台之一。

科技改变生活，智慧开启未来。在重庆，
一朵朵“数字云”，正在提升民众的获得感。

高质量发展，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最终落脚点还是人民。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重庆始终遵循首届
智博会“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的
主题，把“智慧城市”作为智能化应用服务的主
要抓手，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据采
集分析利用能力，提升城市管理服务智能化水
平，努力为市民创造高品质生活，开辟美好未
来。

一年来——
上网越来越快。我市新增光纤到户端口

98.36万个，光纤到户端口占比达92.28%；新
建通信基站达1.67万个，其中5G基站580个；
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96.5%，移动宽带用户
普及率达97.46%，平均接入速率超过80M，骨
干直联点互联带宽310G，互联网直联21省30
个城市。

办事跑的冤枉路少了。重庆市社会公共
信息政务数据资源共享交换平台建成，联通62
个市级政府部门3030类数据，各类数据实现
了实时对接；建成全市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
台，除涉密和涉及公共安全事项外全部实现统
一平台办理，办理时限普遍提速1/3以上。

中小微企业融资更便捷。重庆积极探索
运用大数据助推企业融资，建成“渝快融”平
台，自1月 17日上线运行以来，注册企业达
18.17万家，成功助推融资近10万家，服务融
资金额已超过100亿元。

城市越来越“聪明”。搭建了智慧城管大
数据平台，路灯坏了、暴雨积水、桥梁病害等系
统会自动报警；构建智能交通控制系统，提升
早晚高峰时段主干道平均车速；推进智能安防
建设，整合全市25.8万个视频资源，采用技术
手段确保视频探头在线率96%以上，发现危机
快速响应、精准定位，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出行更快捷。在机场，无纸乘机、刷脸通
关、行李可视成为现实。全市客运联网售票系
统，实现所有二级及以上和部分三级汽车客运
站联网，接入自助售/取票机335台，布置代售
点428个，覆盖全市主要乡镇，在全国率先实
现省域全覆盖。重庆交通大数据资源池分析
研判平台，每天收集12亿条数据，为城市交通
运行提供参考。

看病更舒心。不仅近80%的二级以上医
院可预约诊疗服务，还建成覆盖全市的市区
（县）两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实现全市1400
多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数据接入和互联互
通，同时建成4个远程疑难会诊中心和16个区
域医院影像（远程读片）中心，覆盖全市所有贫
困县。

支付更省事。商场、景区、街边小店、加油
站、公交车、出租车，甚至高速公路都可以移动
支付，人们出门不需要带钱包，一个手机全部

“搞定”。今年5月在福州举行的第二届数字中
国建设峰会上，发布的《中国移动支付发展报
告(2019)》显示，重庆移动支付总指数超越广
州、深圳，位居全国第五。

更多农产品“触网”。通过实施信息进村
入户工程——益农信息社，村民能像城里人一
样在家门口收发快递、缴纳水电气费，更方便
快捷地把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真正实现普通
农户不出村、新型经营主体不出户，就可享受
便捷高效的信息服务。

“黑科技”趣味场景频频出现。在建筑工
地，可以通过自动空气净化系统降低扬尘；在
公司，员工通过人脸识别“打卡”上班；在智能
化“无人餐厅”，机器人为顾客点餐送餐；在商
场，空调根据人流的分布自动调节不同区域的
风量；在公厕门口，人们可看到里面的温度、湿
度和蹲位使用情况；在旅游景区，垃圾桶满了
会自动报警；在马路边，你可通过“长安出行”
App叫来一辆无人驾驶汽车……

“云上的日子”让市民深切地感到，生活越
来越惬意了。

《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案（2019—
2022年）》提出，到2022年，“实现智慧生活全
民共享、城市治理全网覆盖、政务协同全渝通
办、生态宜居全域美丽、产业提质全面融合、基
础设施全城互联”。届时，重庆将成为全国大
数据智能化应用示范城市。

一个更加智慧的未来城市，离我们越来越
近。

一场变革 开创数字产业新生态

今年4月，阿里巴巴为下一代智能网联汽
车研发的Ali OS 2.0车联网系统，装上了

“重庆造”新能源汽车。
这只是阿里巴巴参与重庆发展的一个缩

影。
如今，阿里巴巴已将旗下阿里云、B2B、零

售通、蚂蚁金服、菜鸟等业务板块悉数落户重
庆。阿里云总裁胡晓明表示，将助力重庆打造

“亚洲最智能大型城市”。
除了阿里，华为、腾讯、百度、科大讯飞、紫

光等行业“巨头”也纷纷抢滩重庆。
腾讯将西南总部落户重庆，总投资超110

亿元，并将在渝设立腾讯游戏内容产业基地，
联合建设西部地区最大的单体数据中心——
城市全模型数据实验中心。

华为与重庆市政府从8个方面推进战略合
作，其在仙桃数据谷打造的软开云创新中心，
已服务200多家重庆企业。

科大讯飞西南总部选址重庆，还与重庆市
公安局携手在智慧警务、协同警务、便民服务
等方面深化合作。

“我们对重庆的期待，就像重庆火锅一样
热烈。”腾讯西南总部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热烈“拥抱”重庆的，不仅仅是企业。
今年4月，诺贝尔奖（重庆）二维材料研究

院签约落户两江新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诺沃肖洛夫担任该研
究院名誉院长，并牵头组建团队。

6月初，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领衔的
重庆允升科技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在大
渡口区揭牌，将为重庆工业互联网发展贡献智
慧。

为吸引更多企业、人才来渝“创业”，重庆
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早在2018年1月，重庆就确立了“以大数
据智能化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思路，并于当
年3月出台了《重庆市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
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首届智博会成功召开并永久落户，更让世
界看到重庆的决心和愿景；

成立大数据发展局，在全市范围内推行
“云长制”，出台《重庆市加快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若干政策》《重庆市智能制造实施方案
（2019－2022年）》《重庆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
暂行办法》等，从机制、体制、政策上进行创新，
为大数据智能化产业发展提供“阳光”“雨露”
和“土壤”；

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大刀阔斧破解办事拖
拉、效率不高等问题，减税降费，为企业减负，
让智能制造、智慧服务等与大数据智能化相关
的行业得到更多政策红利；

加快创新平台建设，吸引了中国科学院大
学重庆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比利时鲁汶大
学、同济大学等海内外高校一批重点项目落
地，与清华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等院校达成
合作意向；

探索建设“环大学创新生态圈”，在高校周
边发展智力增值型经济，利用“近水楼台先得
月”的优势，促进高校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出台“重庆英才计划”，计划5年引进2000
名高层次人才；

……
一套“组合拳”，打出了数字产业新生态。
一年来——
“环西南大学创新生态圈”“重庆大学创新

生态圈”“重庆医科大学创新生态圈”陆续成
立，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科技创新项目、科技
企业和创投基金汇聚，牵手打造科技资源和高
端人才集聚地。

相继建立重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4个
国家级高新区，全市各类创新园区达41个，建
成市级以上科技创新基地784家，其中国家级
科技创新基地55个；累计建设新型研发机构
75家，其中有39家是国内外知名高校院所、企
业来渝建设的高端研发机构。

高层次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国家级科技创
新人才达到608人。

事预则立。
日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9全

球创新指数报告称，重庆进入全球创新集群百
强，位列第88位，较2018年上升了15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的《中国城市营商
环境报告2018》显示，在全国所有省区市中，
重庆营商环境名列第五，位居西部前列。在创
新环境这一评分项中，重庆排名第三，仅次于
深圳和上海。

大数据智能化开启了重庆高质量发展的
新局面。

2018 年，全市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
13.7%。今年上半年，数字经济增长的势头进
一步巩固和强化，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
15.3%；全市规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达到1.37%，居全国第五、西部第一；专利授权
4027件、同比增长28.5%，万人发明专利拥有
量达到9.97件，较2018年底增长9.9%。

“现在大家都看好重庆未来发展。”科大讯
飞董事长刘庆峰说。

“重庆快速聚集了多所高校和研发机构，
有良好的创新氛围。”诺沃肖洛夫说。

“我今年已经三次来重庆了，很快还有第
四次、第五次。”倪光南说。

一场盛会 让重庆吸引全球目光

要继续高标准办好智博会，深度参与数
字经济国际合作。重庆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
托，奋力前行。

今天，第二届智博会盛大开场。与首届智
博会相比，这届规模更大，国际化程度更高。

出席本届智博会的重要嘉宾达400多人，
其中包括13名诺贝尔奖得主、4名图灵奖得
主、2名菲尔兹奖得主、2名国际组织（机构）负
责人、76名国内外知名院士、64名世界500强
负责人等，政、产、学、研等领域参会嘉宾明显
超过首届；主宾国从1个增加到3个；参展企业
达843家，比上届增加306家，涉及28个国家
和地区，其中包括49家世界500强企业、172
家外资企业。市外参展企业占比同比提高
10%。

在国内外企业和嘉宾看来，智博会不仅为
重庆打开了一扇“窗”，让世界了解重庆；更为
世界打开了一扇“门”，让他们有机会分享大数
据智能化带来的红利。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回望首届智博会，重庆与新加坡、韩国、乌

拉圭等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国际合作项目，涉及
集成电路、物联网、大数据、新能源和智能产业
等关键领域；重庆还与德国、日本、新加坡、老
挝等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布了《智能生活·创新
未来友城合作倡议书》，各方将在物联网、大数
据、智能化等领域以及经贸、人文交流等方面
开展深入合作。

乌拉圭外交部长鲁道夫·尼恩·诺沃亚说：
“智博会是不错契机，能吸引更多重庆企业到
乌拉圭投资。”

英国威尔士SPTS科技公司代表林英杰
说：“智博会提供了很棒的展示平台，能提供更
多的合作机遇。”

作为首届智博会主宾国，新加坡可谓收获
满满，不仅将“智慧国”经验推广到重庆，还与
重庆在智慧城市、智能供应链、区块链等领域
建立合作。

浮游科技有限公司是新加坡专注于智慧
旅游解决方案的科技企业。通过智博会，浮游
科技不仅与重庆洪崖洞达成合作，推出可监控
景区人流量的软件平台，还发布了首个专供重
庆的智慧旅游产品——“爱重庆”App。

“智博会让许多新加坡公司在重庆和中
国西部开展了业务，并和不少中国企业建立
了伙伴关系。”新加坡资通局局长陈杰豪如是
说。

智博会还吹响了重庆带头开放、带动开放
的“冲锋号”。

仅今年5月，重庆就举办了2019中国云计
算和物联网大会、上海合作组织地方领导人会
晤、第二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一
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等4项大型国际会议、
赛事和论坛。

一年来，重庆还积极“走出去”，携手兄弟
省区市共同开放发展。

7月8日，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赴广西壮族
自治区学习考察，强化“一盘棋”思想，服务国
家战略，合力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

在重庆和广西的努力推动下，重庆、广西、
贵州、甘肃、青海、新疆、云南、宁夏、陕西等9省
区市签署协议，合作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这
条贯穿西部，服务“一带一路”的国际物流大通
道，已由“二重唱”变为“大合唱”。近日，《西部
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已获国务院批准，正式
上升为国家战略。

7月9日-10日，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赴四
川省学习考察，开启了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
发展、深化川渝合作的新局面。

重庆和四川共同签署《深化川渝合作推进
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重点工作方案》《关于
合作共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框架协议》。重庆
和四川泸州市、遂宁市、内江市、广安市、达州
市、资阳市签署《共建合作联盟备忘录》，两省
市有关方面还签署了15个川渝合作专项方案
和协议。“一家亲”理念，“一盘棋”思想，得到切
实深化加强，成渝“双城记”写下新篇章。

踏浪碧海豪情在，又迎东风卷潮来。
一年前，首届智博会成功举办，并永久落

户重庆；一年后，智博会正在成为西部、全国的
一大盛会，并吸引着越来越多“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积极参与。

九万里风鹏正举。乘着智博会的东风，重
庆必将在数字经济发展大潮中破浪前行，高歌
猛进！

逐潮两江豪情在 又迎东风破浪行

（上接1版）
郝鹏和柯瑞文、杨杰、梁宝俊、顾晓敏等

祝贺重庆举办2019智博会，对重庆为央企在
渝发展创造的良好条件表示感谢。郝鹏说，
重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十
分坚决，更加注重抓好大保护、大开放，更加

注重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
得了显著成绩。国务院国资委和广大央企将
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积极参与重庆发展，共同
推动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落地落实。柯瑞
文、杨杰、梁宝俊、顾晓敏表示，重庆区位优势
好、营商环境优、市场需求大，愿进一步加强

与重庆的战略合作，加大5G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投入力度，积极发掘培育应用场景，大力推
动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更好促进大数据智
能化融入百业、服务大众。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将在移动通信基础设
施建设、5G产业融合发展、5G终端应用普及
和人才引进培养等方面加强与我市的合作，
深入推进5G数字重庆建设。

国务院国资委，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
国联通、中国铁塔和我市有关区、市有关部门
负责人参加。

陈敏尔唐良智与国务院国资委主任郝鹏、
部分央企负责人座谈 （上接1版）共同打造重庆智慧城市，助推重庆

“智能中枢”建设，积极参与重庆市“城市服务能
力体系”，加快推动“智慧党建”，全力推动智慧
教育建设，全域智慧旅游、重庆“金融+科技”等
项目落地。

签约活动上，腾讯还与市委组织部、市住房
城乡建委、市文化旅游委、市大数据发展局、两江
新区管委会等多个部门及单位举行合作签约。

腾讯公司积极参与 2019 智博会，布展
1150平方米，内容包括腾讯云、微信智慧生活、
智慧出行、智慧文旅项目以及重庆本地文化传
承实物展示等。此外，腾讯还将承办“微信·智
慧城市峰会”分论坛，展现微信助力智慧型城市
发展的创新成果。

市有关部门和区县、企事业单位和高校负
责人参加。

市政府与腾讯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