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下“智慧键”赋能新发展

“谭家湾天桥下面地面低洼，排
水不畅。”

“长征北路43号人行道沿街占
道乱堆物料。”

“沙坝路12号外人行道上建筑
垃圾未及时清运。”

“黑山大桥头，多功能井盖移
位。”……

在黔江区数字化城市管理中
心，不时接到信息采集员的巡查报
告。中心工作人员接到报告后，立
即通过“城管通”上报，督促相关单
位迅速整改落实。

走进黔江城区，你会发现一个
个白色的摄像头正俯视着它们各自
所在的区域，实行全天候环境监
控。依托这些“天眼”，黔江城市管
理部门能快速发现并处理城区的

“脏乱差”，形成了快速发现问题、快
速派遣案件、快速精准处置的新型
城市管理运行机制，提升了城市管
理水平。

“数字城管”仅仅是黔江区智慧
城市建设的一个缩影。

“智慧”建设，基础先行。
黔江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大

数据应用发展。2018年4月，正式
推进实施“雪亮工程”项目建设。
2018年7月，与清华大学水利系、清
华大学未来城镇与基础设施研究院
签订协议，打造重庆黔江智慧城镇
（智慧旅游）与大数据应用平台；
2018年8月，黔江区与广东启迪科
技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举行了启
迪（黔江）科技城项目揭牌暨入驻企
业签约仪式。

黔江区将以启迪（黔江）科技城
项目为载体，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
建设启迪数字学院和健康生态社区，
引进和培育科研机构、科技型企业、
生产加工型企业，致力把启迪科技城
打造成为黔江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
载体。在项目策划和招商引资过程
中，重点策划引进新能源、新材料、大
数据、智能化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同时，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到2019年上半年，全区共建设
各类基站4000余个（其中4G基站
2800个），全区移动通信信号覆盖
率达到90%以上。城区光纤网络实
现全覆盖，219个行政村活动室、卫
生室、居民聚居区全部通光纤网络，
农村区域光纤网络覆盖率超过
70%。

持续推进应用落地，数字城管
实现升级扩容，年立案办理超过

7000件；交通视频监控达800余个，
覆盖农村公路、公交车等重点区域；
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平台实现与全市
平台互联互通，上传电子病历超过
14万份；建立了教育城域网及中心
机房，实现中小学联网；开通了24个
乡镇、6个街道、64个社区、155个行
政村的重庆就业用工信息发布系
统；建立了黔江猕猴桃智慧气象保
障系统；信息技术在160余个区级
单位、30个街道乡镇得到广泛应用。

据了解，黔江区目前已启动5G
通信网络建设，开通3个5G试点站
并进行测试，拟制了《黔江区5G通
信网络建设发展实施方案》，加快推
进5G通信网络规模布局，为大数
据、智能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依
托5G网络，所有的数字化建设都将
提档升级。比如数字城管平台将延
伸到作业车辆监控、化粪池监测、停
车智能诱导、照明智能控制等领域，
市政管理迈向“物联网”轨道，通过
打造智慧城市综合信息平台，完成
面向黔江市民的城管软件的研发和
推广，并且推出了问题投诉随手拍、
找车位、找公厕、找公园等多项便民
服务。与此同时，该平台采用PPP
模式解决了城镇污水、垃圾处理重
大项目无资金问题。目前，餐厨垃
圾项目主体已完成，农村垃圾收运
扩建系统、垃圾处理场渗滤液处理
系统项目已启动。正在加快推进城
市照明LED节能改造、安装智能照
明控制系统等项目，可实现年节省
能耗35%以上。此外，该平台还推
行公安派驻民警入驻环保、市政、工
商等部门联动执法新模式，实现优
势互补、快速反应，有效减少暴力抗
法事件。

“黔江区将进一步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深入实施以大
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行动计划，进一步夯实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型智慧城
市建设。”黔江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有关负责人表示，黔江将持续发
力，推进民生服务、城市治理、政府
管理、产业融合、生态宜居等应用建
设，提升信息基础设施水平，为智慧
城市建设奠定基础；推进智慧城市
顶层设计工作，形成黔江区智慧城
市建设总体方案，以启迪（黔江）科
技城、启迪（黔江）数字学院、“雪亮
工程”等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
智慧城市建设，逐步实现公共信息
资源整合共享、开放、治理。

数据中心 城市提升装上“上档键”

“自从安装了‘天眼’，我们小区
再也没有发生过盗窃案件，安全多
了。”城南街道魏家塘小区居民周女
士说。

周女士所说的“天眼”，其实就
是黔江区“雪亮工程”建设中安装的
摄像头。据统计，“雪亮工程”守候
黔江安全的“天眼”已达6800余个，
正在实施人脸、高空、微卡口1000
余个，新建治安监控5000余个。

然而，“雪亮工程”的作用却远
远不止于此，在为经济社会发展保
驾护航的同时，作为推进智慧城市
建设的重要抓手，它无异于为城市
提升装上了“上档键”。

目前，黔江区将“雪亮工程”纳
入新型“智慧黔江”的顶层设计，规
划建立全区大数据和云计算中心，
为各乡镇街道、各部门的海量数据
交汇互通提供平台，构建以城市“数
据大脑”为中枢，智慧政府、智慧民
生和智慧产业为一体的“智慧黔江”
体系，实现“服务高效、民生幸福、产
业发展”的应用目标。

按照“一脑”（城市数据大脑）

“四网”（互联网、公安网、视频专网、
电子政务外网）的建设格局，截至目
前，黔江区已实现了光纤、4G网络
等深度覆盖；信息技术在160余个
区级单位、30个街道乡镇得到广泛
应用；电子政务外网已延伸至219
个行政村（社区）；30个乡镇（街道）
和219个村（社区）综治中心全面建
成并投用；依托城市“数据大脑”的

“普惠金融”正式投用，已向区内建
卡贫困户贷款2亿余元，全力助推
全区脱贫攻坚工作；视频共享平台、
综治“9+X”平台、综治视联网平台、
公安深度应用分平台等正式启动。

黔江区将按照基于城市“数据
大脑”的“雪亮工程”建设规划，建立
全区大数据和云计算中心，为各乡
镇街道、各部门的海量数据交汇互
通提供平台，构建以城市“数据大
脑”为中枢，智慧政府、智慧民生和
智慧产业为一体的的“智慧黔江”体
系，实现“服务高效、民生幸福、产业
发展”的应用目标。

“雪亮工程”将建设数据共享平
台，实现数据关联、数据挖掘；建设

大容量、高带宽、高可靠的光网络和
全城覆盖的无线宽带网络，尤其是
布局了基于IPV6协议新一代互联
网；建设RFID、传感器、传感网物联
网技术等，实现对城区范围内基础
设施、环境、建筑、安全等的监测和
控制。同时，将引入智慧交通、智慧
医疗、智慧教育、智慧旅游等8项增
值服务，全面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的问题。

黔江

智能制造 企业发展按下“加速键”

8月 23日，黔江区正阳工业
园区。

三磊玻纤偌大的厂房里，智能
机器手正有序地伸展着臂膀，将一
件件产品从流水线上抓起来码放
好。一台台AGV智能机器人沿着
设定好的AGV通道，来来回回忙
着从智能机器手里接过产品，运送
到分装、打包等各个平台。物流仓
库里，智能设备正根据电脑的设置
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寻找着客户所
需的产品，运送到出口。少许的工
人除了操作电脑等设备外，基本都
是在做一些辅助的工作。

走进维美地毯，又是另外一
番场景。安静的厂房里，只有企

业自主研发的数台智能机器人在
平台上窸窸窣窣地穿针引线，编
织着各种花型的地毯。据介绍，
智能机器人研发投用后，效率比
人工提高了2到3倍，企业收入大
幅增加。不仅如此，企业还将智
能机器人销售到了国外。

在黔江，除了三磊玻纤、维美
地毯，还有更多的企业将“智能制
造”提上了议事日程。为帮助企
业进行智能化改造促转型升级，
黔江区出台了《黔江区以大数据
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行动计划（2018-2020年）》，明
确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软件服
务、物联网、智能制造等智能产

业。依托黔江区科技企业孵化基
地，建成了以“互联网+”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为核心，以需求为导向，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专业性技术交
易网络平台——渝东南技术转移
中心，为黔江区及周边区县企业
提供各类技术评估、转移服务，为
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提供技术支
撑，重点支持维美地毯研发机器
人设备、衡生胶囊智能化生产线
建设、三磊玻纤智能化物流等智
能化项目建设，推动传统产业智
能化改造提升。

“智能制造为我们企业发展
按下了‘加速键’。”三磊玻纤工作
人员罗欢说。

智慧平台 社区管理配上“快捷键”

“房屋漏水，急需整治，望街
道相关部门批准和资助。”近日，
黔江区城西街道大庄社区居民向
继尧通过安装在手机里的“智慧
城西社会治理与服务大数据平台
系统客户端”反映，平台服务人员
立即受理，并通知向继尧所住区
域所属“网格”的网格员迅速赶往
现场进行核实处理。

“这个平台真的很方便，我们
不用打电话，也不用去街道办事
处跑一趟，只要在APP上把需要
解决的问题发上去，就有工作人
员联系我们帮忙处理。”向继尧
说。

向继尧所说的这个平台，就
是黔江区城西街道以党建引领社
会治理为核心理念，利用移动互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
手段，结合本辖区具体情况和实
际需要而定制研发的大数据平
台。该平台的广泛推广与运用，
无疑为社区管理配上了一个“快
捷键”。

据介绍，“智慧城西”平台的

运作流程主要分为事件上传、事
件处理、特殊事件三大类。辖区
群众通过“智慧城西”群众版
APP，采用图片、文字或语音方
式，实时上传身边事件、咨询政
策、投诉求助等。该系统在运行
中设置有党的建设、信访稳定、综
治安全、城市管理、社会保障、环
境保护、食品药品、精准扶贫、示
范建设、就业服务、三留服务、个
人咨询等12类问题和“一键呼叫”
功能。同时，将辖区划分为75个
网格，运用卫星定位系统定位事
件所在网格。该系统自2017年5
月10日测试运行以来，已注册用
户16825人，落实了183名工作人
员和865名志愿者进入网格处理
事件。

通过智慧平台加强社区管
理，在点上有像“智慧城西”这样
众多的智慧平台，在面上更有黔
江区公安局指挥中心这样的大平
台。“哪里交通拥堵，哪里有异常
情况，在我们指挥大屏上一目了
然。”指挥中心副主任李果介绍，

在全区智能化管理中，指挥中心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既要加强管理，更要服务百
姓生活，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
内容。这方面，黔江区舟白自来
水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
智能化的应用，水厂原水、沉淀
池、滤池浊度、清水池情况、水泵
转速、出口压力等数据在大屏上
一览无余，使社区居民的饮用水
安全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保障。“供
水系统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
从监视系统中及时发现，并随时
通过电脑或手机实施远程操作解
决。”自来水厂厂长丁华说，如果
小区供水出现故障，他们也能通
过监视系统在第一时间发现并立
即派员处置，确保老百姓的用水
安全、舒心。

智慧平台的推广、智能化的广
泛应用，不仅为社区管理配上了

“快捷键”，更是服务老百姓的重要
手段，融入了老百姓日常生活。

刘茂娇 王玉忠 王道
图/杨敏 李诗素

黔江城区全貌

公安局指挥中心

舟白自来水厂

三磊玻纤AGV智能机器人正在运送产品

三磊玻纤智能生产车间三磊玻纤智能生产车间

智能机器人正在织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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