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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 大数据智能化引领六大转变

渝北区的工
业产业极为独特：
从 工 业 的 1.0 到
4.0，在区域内都能
找到。

渝北区的工
业产业发展速度
很快：近些年来，
其实现的工业总
产值，一直在全市
的区县中领跑。

“但是，在大
数据智能化的引
领下，渝北的产业
已开始发生巨大
的嬗变。”渝北相
关负责人说，这场
嬗变，正在把渝北
的产业，从传统引
向现代，从大数据
智能化引向智慧
化，智能化从单个
的行业，正在向全
域化发展。

智能装备的使用
密度 245245台台//万人万人，高
出同期国内、国际的
8888台台//万人万人和6969台台//万万
人人。

数据看
渝北产业嬗变

2018 年智能终
端产值达 10201020 亿亿
元元、增长2525..22%%。

2018 年新增有
效发明专利908908件件，
新增发明专利件数全
市第一。

市级新型研发机
构有1515家家，占了全市
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左右。

新型高端研发
机构88家家，占全市的
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左右。

15家

8家

集成电路（IC）设计产业园揭牌

T17
2019年8月26日 星期一

责编 屈茸 王萃 美编 王睿

智能终端成新的支撑产业

年产值已突破千亿元，年增长
25%以上。这个数据在当前的实
体经济大环境下，可称得上亮眼。
2018年以来，在汽车制造业等下
滑的情况下，渝北区智能终端制造
业却一枝独秀。

2018年，渝北全区智能终端
产业的产值，实现了1020亿元，同
比增长25.2%。其中笔电、平板等
电子产品的产量达2737万台、同
比增加27.8%，手机产量达7143
万台，同比增长151.5%，其中智能
手 机 2214.6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130.8%。

“目前，渝北的智能终端制造
业快速增长的势头不减。”渝北相
关负责人说，今年前7个月，增长
的速度已超过20%。

智能终端产业，已成为渝北发
展最快的新兴产业。渝北自主板
块内已投产、并进入统计的10家
手机整机及配套企业，2018年就
完成工业总产值240亿元、同比增
长59%。

龙头智能终端制造企业，在拉
动渝北这一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中，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OPPO、传
音两家整机企业和中光电一家手
机屏配套企业，在2018年就分别
完成工业总产值122亿元、40.2亿
元、50.6亿元。

其实，渝北的智能终端制造业
还只是“初露锋芒”，更大的潜力正
在逐步显现。

在占地约20平方公里的重庆
临空前沿科技城内，OPPO、深科
技、中光电二期、天实精工、中利凯
瑞等一批重大项目，正在抓紧建
设。据前沿科技城相关负责人透
露，目前，这科技城内已签约落户
总投资达360亿元的41个项目，
全部建成达产后，年产值将会达到
800多亿元。

智能装备成新的引领产业

“智能装备是区里确定的大数
据智能化引领创新驱动的一项新
兴产业。”渝北相关负责人说，如
今，这一新兴产业也在逐渐成为引
领渝北产业升级的一项新产业。

2018年，渝北的工业自动仪
表与控制系统的产量，达到29.5万
台（套），同比增长8.2%。由新世
杰公司生产研发的远程智能运维
服务系统产品，能够实现设备远程
运维，全年产量实现8%的增长。

在渝北，已有一大批这样的智
能装备产业企业落户，并迅速成长
起来。

在渝北创新经济走廊内的重
庆金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研

发生产高科技医疗器械上已实现
重大突破。目前，已开发出胶囊内
镜系列、电子内镜系列、手术能量
系列、胃肠动力系列5大系列共30
余款全球领先医疗器械，其中
90%以上的产品属全球首创或全
球同类产品不超过3款。目前，这
些产品已在全球83个国家和地区
销售，在5000多家医疗机构内临
床应用。

目前，渝北的智能装备产业，
已有了泰山电缆、泰昇电气、华渝
电气、智得热工、吉能配电、天箭惯
导等一批代表性企业，其研发生产
的产品包括智能电器设备、惯性导
航、传感器、医疗废物处理、仪器仪
表、风电等。部分企业还获得军品
研发生产资质。

机器人产业已成为渝北智能
装备新的支撑，已先后引进了奥发
斯工业机器人、上海创志机器人、
神源机器人等机器人研发生产项
目，已与世界知名的意大利柯马机
器人谈妥合作。而机器人系统集
成商也得到发展壮大，元创机器
人、摩西机器人、镭宝激光、蓝姆焊
接、新松机器人等企业发展较快，
已能够为汽车、铸造、机电等行业
提供完整的自动化生产解决方案，
为渝北区打造智能制造基地，提供
本土化服务。

大数据软件为产业赋能

“请进。”8月13日下午2点，渝
北仙桃国际大数据谷办公大楼，保
安人员走到门禁前刷“脸卡”后，门
禁马上打开，请外来办事人员进
入。

像这样的智能化，已开始逐步
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甚至市
民的生活中。

在本届智博会上，仙桃国际大
数据谷的“智慧交通及自动驾驶示
范区”将亮相。市民可到仙桃数据
谷实地体验5G远程自动驾驶和
L4级自动驾驶。

与此同时，渝北还将在智博会
上，举办智能化应用与高品质生活
高峰论坛，探究智能化应用驱动生
活的普惠价值和未来方向，讨论
5G、人工智能等技术前沿、应用环
境、发展趋势、市场需求等。

目前，渝北已成为大数据软件
产业集中的地区之一。区里以仙
桃国际大数据谷为主要载体，打造

“1+3+5+10+N”的创新生态圈，
发展壮大现代服务业，为产业赋
能，为生活添彩。

“现在大数据谷内已注册了
760多家企业。”仙桃国际大数据
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

继刚介绍，一批大数据和软件企
业，已经在为重庆的产业和市民的
生活，提供赋能和添彩的服务。

在数据谷内，有一个重庆集成
电路（IC）设计产业园，目前，
ARM、高通、物奇科技等15家集
成电路创新企业落户园内，并投入
运营。

在这数据谷内，中科创达、传
音研发中心、重庆信息通信研究院
等物联网及智能产业领域重点企
业，通过其搭建的智能样机生产平
台、全套3D打印平台、智能汽车协
同平台、智能硬件检测平台等公共
服务平台，已经为渝北区、全市、甚
至市外的企业进行赋能；通过谷内
的国家级孵化器——感知科技企
业孵化园，已引进落地了微软人工
智能加速器、PNP等知名孵化加速
机构，孵化大数据软件等企业。

智能化引领传统产业转型

“渝北传统产业中的阵痛，将
通过智能化改造逐步缓解并最终
消除。”渝北相关负责人说，智能化
已开始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在渝北利纳马公司里，新建了
一套设备监控系统，公司的设备全
部通过以太网接入系统，可以进行
数据的实时采集、传送、接受、存档
以及实时数据处理和全球数据共
享，从而使企业的设备、生产、材
料、质量、财务、采购、工程项目等
一系列工作都实现了数字化、智能
化管理。

在渝北，已有一批像利纳马公
司这样的传统企业，通过智能化的
改造，实现了从生产设备、管理方
式、产品研发生产的转型升级。

用智能化引领传统产业和企
业转型升级中，渝北还鼓励企业运
用智能化装备。区内传统企业驰
骋公司，在改换智能化装备中，已
经建成2个数字化车间，使用机器
人等智能设备近200台，并与国内
龙头机器人企业新松机器人，联合
研发出集智能、数据、自动加工、在
线检测于一体的柔性全自动生产
线，从而节约用工三分之二，生产
效率提高了三倍，产品合格率增加
30%。

“目前，渝北的智能装备应用，
已走在了国内的前列。”渝北相关
负责人说，据今年初的统计，渝北
企业内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等相
关智能装备的使用密度，已达到
245台/万人，高出同期国内、国际
的88台/万人和69台/万人。

科技创新成最大驱动力

“在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
中，创新已成为渝北产业发展的最
大驱动力。”渝北区科技局副局长
袁野认为，目前大数据智能化已站
在了渝北产业的前沿，而科技创新
又站在了智能化的前沿。

在渝北的重庆金山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利用其微系统医疗
器械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全国医
疗微系统联盟等6个国家级平台、6
个省级平台，先后承担了国家科研
计划32项，获得各类科技成果46
项，已实现产业化32项。由公司组
建的“金山医疗技术研究院”，研发
成功的腔镜手术机器人，即将投入
生产，届时可填补该领域国内空

白。
在渝北，目前已建起有独立法

人资质的研发机构32家，其中市
级新型研发机构就有15家，占了
全市的四分之一左右；新型高端研
发机构8家，占了全市的三分之一
左右。

“科技创新需要研发资金，渝
北在这上面是舍得投入的。”袁野
介绍，近两年来，渝北区全社会投
入的研发资金，都在60亿元左右，
占了全市投入研发资金的六分之
一以上。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基础。渝
北区组织实施了“临空海外英才千
人计划”“临空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等人才引进、培育办法，计划5年
投入2.5亿元资金，吸引集聚1000
名海内外创新创业人才。目前，已
汇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共计458
人，建成汇聚138名专家学者、成
功企业家的创新创业导师库，拥有
各类科研创新平台达418家。

科技创新，已成为渝北产业发
展的最大驱动力。袁野说，2018
年，渝北区新增有效发明专利达到
908件，新增量居全市第一。

五大集群升级产业格局

“大数据智能化引领，还让渝
北的产业格局实现升级。”渝北区
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6月，渝北区委十四届五
次全会决定，要打造智能终端、软
件和信息服务、两江国际商务中
心、现代消费走廊和航空物流园等
5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这5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都以
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

在以前沿科技城、空港工业园
为主要承载地的千亿级智能终端
产业集群内，将集中引进一批“智
能制造”和“芯屏器核网”等龙头企
业和核心零部件企业；在以仙桃国
际大数据谷及“三龙”地区等区域
为重要承载地的千亿级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集群内，推进中新项目信
息通信领域合作示范点，把仙桃国
际大数据谷打造为软件名园、把渝
北打造为软件名区；在联手江北国
际机场和保税港区打造的千亿级
航空物流园内，将依托中远海运、
圆通速递、东方嘉盛等重大项目，
发展智能化作支撑的现代物流产
业。

在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引领产
业发展中，渝北还用智能化和大
数据引领消费和现代商贸业。
制订出了依托龙湖天街、中粮大
悦城、新城吾悦广场、合景泰富
悠方等商业综合体和航空金融
总部、OPPO西南总部、临空金融
总部等总部基地，建设两江国际
商务中心，在中央公园区域打造
千亿级商圈；以创新经济走廊建
成区为承载地，依托西南国际汽
贸城、居然之家智能家居小镇、
创意公园等，集聚智能家居、跨
境电商、文创设计、时尚生活、线
上体验展示等的高端消费业态，
打造千亿级现代消费走廊。

大数据智能化为支撑建设的
这五大产业集群，将引领出渝北新
的、充满活力的产业格局。

王彩艳 杨敏
图片由渝北区委宣传部提供

靓丽城区

中光电车间

仙桃国际大数据谷仙桃国际大数据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