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豆筋又称豆棒，梁平的
手工豆筋制作工艺是重庆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豆棒是中国豆制品中制
作工艺最复杂的传统食品之
一，前后共108道工序。传统
制作需要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
完成，因此产能较低、人工成本
较高，产品标准难以控制。

然而，几个梁平年轻大
学生改变了豆棒几百年传统
的制作工艺。

2016年，陈永晶、宋杰、王
磊等人成立重庆两颗豆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两颗
豆”），将祖传手工豆棒小作坊
向现代化生产企业转型。

“研发智能化设备提升
传统豆制品产业。”宋杰介
绍，两颗豆打造70%具有大
学本科或研究生学历的核心
研发团队，聘请北京大学、北
京理工大学的教授、博士以
及国家大数据中心一流研发
人员研发出全自动化数控豆
筋机，建起了智能化车间，实

现了清洗、打磨、煮浆、滤浆
等一系列关键环节的智能生
产和自动化控制，生产效率
提升35%、产品附加值提升
30%。

目前，两颗豆成功获得国
有控股企业中贸投（北京）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A轮融资，将在
梁平工业园区建设智能化工
厂，升级开发“豆筋生产物联
系统”，逐步实现由“自动化生
产”跨越至“无人化生产”智能
制造。

“现在，我们正研发第五
代全自动豆筋机。”王磊介
绍，“第五代豆筋机人工效率
为第四代豆筋机的 7—10
倍，实现了真正的全自动生
产。”

从小作坊走出来，两颗
豆是中国豆棒行业目前唯一
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化、规
模化、标准化”生产的高技术
食品制造企业，成为行业智
能化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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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线项目将正式签约梁

平。

“预计总投资将达

9.5亿元，等到全部建成

投产后，实现年产值30

亿元的生产能力，解决

1000余人的就业。”平伟

实业负责人介绍，随着

该项目的落地投产，将

为梁平智能产业注入

“芯”动力。

平伟新项目的落地

只是梁平区推进智能制

造、智慧生活的一个缩

影。梁平区负责人称，

近年来，梁平区强化智

能人才队伍建设、注重

智能产业培育、抓好传

统产业升级改造、推动

大数据智能化应用。在

梁平，智能化正领跑高

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

8月20日，在梁平智慧小镇
一期工程4号厂房智能制造车间
内，一件件家居产品经过编程、
制图、打样到板式切割、封边、钻
孔、组装等工序，很快从流水线
生产出来。

“生产过程智能化，产品还
绿色环保。”智慧小镇智能制造
生产经理张勇军介绍，智慧小镇
一期工程智能制造车间内所用
的40余台电子锯、封边机、钻孔
机等家居生产设备，均是引进的
最先进的智能化生产设备，每一
台机械设备仅需一人或两人就
可完成全部的生产操作。和传
统人工相比，精度可以精确到0.1
到0.2厘米的误差，效率提高5到

6倍。并且在生产车间全部采用
了中央集中除尘系统，实现了

“零挥发、零甲醛、零污染”。
这只是梁平智慧小镇的一

部分。目前，智慧小镇智能制造
一期工程已基本形成了集美式
家居、欧式家居、新中式家居、板
式家居、电商定制家居和全屋实
木整装等系列家居产品的设计、
研发及生产、销售、展览、物流、
电商等为一体的产业链条。下
一步，智慧小镇将向家居智能化
研发渗透，让智能家居产品融入
到人们的生活当中。智慧小镇
二期、三期项目则将电子商务向
绿色食品加工和服装产业进行
延伸和渗透，打造西南地区最大
的网络绿色食品加工、服装交易
中心。

即将于8月底开园的亿联·
天华梁平电商物流园，以互联网
为载体，采用“互联网+产业”融
合产业模式，集电子商务、返乡
创业、文化创业、电商孵化、数字
经济、智能物流于一体，建立统
一的信息化组织管理协调架构，
向园区提供全产业链的支撑服
务，将园区打造成互联、智慧、智
能、智造的智慧园区。

“安全、舒适、便利。”智慧小
镇副总经理谢理想介绍，在二星

级智慧小区智慧小镇·云集，再不
用钥匙+门卡，直接通过人脸识别
门禁系统，刷脸/APP进小区；统
一业主身份标识，具备出入、停车
和在线缴停车费、缴物业费、物品
寄存等多种功能；智掌居家可以
随时掌握燃气泄漏、紧急求助、非
法入侵报警等功能；智能物业管
理系统可以将生活缴费、物业报
修、在线投诉等都一键搞定；可视
联动监控系统，在小区管制区域
边界形成“防护墙”能及时发现入
侵人员，执行报警行为；公共区域
实现Wi-Fi网络全覆盖，业主足
不出户，就能即时联动商城购物
和外卖服务。

此外，智慧生活项目还将完
善配套设施建设，有体验式商业
中心，有幼儿园、小学、中学一站
式教育基地，还有医疗保健康养
中心、慧湖湿地公园、邻里中心、
环公园慢道等，打造城市的样板
房与后花园，描绘未来智慧生活
新起点。

据介绍，梁平智慧小镇力争
成为工业总产值达到155亿元、
税收8亿元、就业3万人的现代
化、系统化、智能化的智慧小镇，
并将以“基地+电商”的模式，成
为重庆承接家居产业最大的家
居电商物流基地。

8年前，宏工机械还是
一个只有5名员工的小民营
企业，只能生产单一钻孔机
械产品。2011年，宏工机械
将高端人才的引进、研发团
队的组建和提升作为企业发
展的重中之重。

据介绍，宏工机械与四
川大学、西安交大及重庆邮
电大学等高校签订技术协
议，建立人才学习交流机制
和晋升奖励机制，培育了企
业高级工程师5名、高级技
术工人20名；同时联合重庆
邮电大学、西安交大专家，打
造由18名研发人员组成的

“重庆市智能公路机械装备
创新创业团队”。

“有了人才就站在了时代
的前沿，当然就率先捕捉到智
能化发展的先机。”宏工机械
董事长陈传洪称，公司每年投
入奖励资金近百万元，鼓励企
业职工创新创造和调动科研
人员、生产人员及销售人员的
创新性。同时，公司持续加大
研发经费投入，建立不低于销
售收入10%研发准备金制度，
设立研发专项资金，保障企业
的技术创新。

过去，隧道施工的爆破
作业都会引起震动和扬尘，
但现在，梁平宏工机械专门

针对隧道钻孔研发出拥有自
主专利知识产权的非开挖设
备——隧道取芯钻孔机。这
款新型智能化产品的特点就
是无震动、无扬尘，且使用成
本低，目前正进行最后的修
改完善。

隧道取芯钻孔机只是宏
工机械众多产品的一种。梁
平区科技局负责人介绍，目
前，宏工机械已拥有授权专
利 73 件，其中发明专利 5
件；新申报专利24件。获批
认定高新技术产品7个、重
点新产品1个、驰名品牌1
个、科技成果32项，制定企
业技术标准4项。其中城市
钻孔机械——非开挖钻孔掘
进设备填补了国内城市地下
钻孔作业的技术空白，获得
国家“中国公路机械行业驰
名品牌”荣誉。

宏工机械从2011年至
今实现了产品12代更迭升
级，更实现了从“铁匠铺子”
到集研发、设计、制造于一体
的智能公路机械装备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的华丽转身。公
司产品开拓到全国10多个
省（市）自治区，远销马来西
亚等国外市场，销售额年均
增长90%，宏工机械尝到了
智能制造的甜头。

为世界500强企业提供“能量包”

一座6000亩智慧小镇拔地而起

“铁匠铺子”有支智能创新创业团队

小作坊走出行业智能化领跑者

梁平 推进智能制造 创造智慧生活

2017年以来，梁平区集成电
路产业得以快速发展，成为国内
外多家世界500强企业的供货基
地，生产的功率半导体器件销往
海内外，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达
25%。

“作为龙头企业，平伟实业功
不可没。”梁平工业园区负责人介
绍，平伟创立于1988年，作为一

个普通电子二极管生产企业，
到2008年产值还不到1

亿元。从主城区整
体搬迁到梁平
后,选择了创
新路线，每年
拿出销售收
入 的 5% 用
于研发，修建
光电创新大
楼、组建重庆
光电器件工
程技术研究
中心，主攻半
导体器件及
组件核心技

术研发及产业化
和LED光电产品的开

发及应用示范。两年时间，
实现了专利零突破，实现产值7.6
亿元。”

梁平区确定培育智能家居产

业，集成电路作为重点发展的两
大智能产业之一，纳入到全区三
大主导产业予以重点培育。同时
明确其集成电路以平伟实业为龙
头，依托国家功率半导体封测高
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围绕功率半
导体封测特色主体，以第三代半
导体芯片及器件和高端封装为

“两翼”，形成梁平区“智能引擎，
一体两翼”的集成电路产业核心
发展框架。

2018 年 ，平 伟 实 业 拿 出
6700万元用于智能化改造，将企
业以往分散的生产单元转变为智
能化生产系统，并到今年底建成
集智能车间、综合集成智能系统
及装备物联感知平台等于一体的
智能化工厂。到时，生产效率提
高25%以上，成本降低20%。

与此同时，平伟实业去年投
入8300余万元作为研发费用，购
入动态参数测试仪、超声波扫描
仪、仿真模拟软件等实验鉴定仪
器，更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

“走自主创新之路，平伟建起
‘生产一代、试制一代、储备一代’
三级自主创新体系。”平伟负责人
介绍，现在平伟实业拥有“博士后
工作站”“院士工作站”，建成了集
半导体功率器件设计、研发、生产、
销售于一体的企业，先后被认定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
划重点高新技术业”“国家知识产
权优势企业”等，梁平区也被国家
科技部认定为“国家功率半导体封
测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我们也
是中国西部电源配套半导体器件
最大的科研、生产企业和重庆最大
的半导体器件封装测试企业。”平
伟实业负责人说。

据统计，平伟实业拥有市级
重点新产品10个、国家高新技术
产品58个、国家授权专利198件，
其中发明46件，布局境外国际专
利4件，年产各类功率半导体器件
超200亿只。2018年产值突破
20亿元，新产品出口额超过3000
万美元，为三星、华为、VIVO、
OPPO、联想、思科等世界500强
企业提供产品和技术服务。

“为世界500强企业提供‘能
量包’。”平伟实业负责人称，诸如
手机、电脑、笔记本等任何需要用
电的地方，几乎都能用到平伟实
业的产品。该负责人表示，未来5
年，平伟实业将重点建设5G通讯
配套射频器件产线、新能源汽车
功率器件封测产线、高端集成电
路封测产线及碳化硅（SiC）芯片
线，打造全球一流的IDM（设计、
制造、封测与应用一体化）公司，
力争年销售额突破50亿元大关。

梁平工业园区 摄/高小华

平伟实业生产车间，工人通过电子显示屏观察机器的运行情况
摄/刘辉

两颗豆生产车间，工人查看自动化生产设备运行情况 摄/向成国

梁平区科技企业梁平区科技企业
孵化园中贸投大数据孵化园中贸投大数据
中心中心 摄摄//张常伟张常伟

梁平“智慧小
镇”智能制造项目
一期智能家居生
产车间内，工人给
左右线封边机进
行程序设定

摄/陶开星

捷尔士生产车间，技术人
员检查产品质量 摄/向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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