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造转型，创新驱动。西彭工业园
区深入贯彻落实九龙坡区“五五部署”
（以项目锁定新材料等“五个主导产业”，
靠项目落地西南铝高级版等“五个升级
工程”，用项目检验西彭铝开发公司等

“五个发展平台”，依项目布局九龙坡与
重庆高新区的“五个深度融合”，凭项目
展现高质量发展“五个显著提升”），以大
数据智能化为引领，加快推进智能制造，
加速建设智慧园区，全力打造“中国航材
重镇”、“西部智能制造基地”和“重庆工业
新城”，锻造高新区拓展区产业发展排头
兵，奋力拓展高质量发展新境界。

培育智能制造产业
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支撑

抢抓新一轮发展机遇，西彭园区加
快推进智能制造建设步伐，开启高质量
发展的新征程。

“通过MES管理信息化系统，控制
自动化压铸机、机加工自动化单元、涂装
成套喷涂系统，智能决策系统实施统计
分析数据，运营成本降低了15%、生产效
率提高了20%、能源利用率提高了8%。”
重庆戴卡捷力轮毂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
介绍，总投资4.5亿元的节能汽车铝合金
轮毂智能制造工厂，已获得我市智能工
厂认定，目前每月订单数量约20万只，到
2022年第二阶段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实
现年产汽车轮毂950万只。

在重庆欧博特智能机器人科技有限
公司一期工厂，通过云智造管控平台，可
实时了解每天的生产过程，查看加工某
个零件的工艺、图纸、工序图等全部信
息。此外，产品卖出去之后，可以自动采
集客户的使用数据，然后根据客户偏好
和使用习惯进行改造和新品研发，并能
实时监测设备的保养、换油时间。该智
能工厂项目拟打造成为我市示范项目，
全部达产后，每年可生产高精密智能数
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3000台(套)，预计
年产值可达上亿元。

重庆迪科汽车研究有限公司投资
打造的“一基地一平台”项目于今年初
试生产，目前进展顺利。其“三研发中
心”（新能源汽车整车、专用车、车联网

大数据研发中心）、“一示范运营平台”
（车联网大数据示范应用平台）、“一培
训中心”（专业技术人才培训中心）、“两
制造基地”（2000辆冷链物流车、医疗
救护车、房车等各类专用汽车改制及
5000台（套）的专用车核心系统零部
件、汽车新型复合板材、轻量化铝合金
车厢）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将
达2.2亿元。

引进大项目，培育大产业。西彭园
区全力落实推进智能化项目精准招商
和落地建设，打造特色智能产业集群，
着力构建创新驱动发展的产业体系支
撑，并取得了耀眼的成绩。今年上半
年，园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93.06亿元，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产
值就达到101亿元。

推进智造转型升级
增强区域优势和实力

智能制造，已成为新时代产业创新
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作为国内首创电
解铝新型阳极预焙电解槽技术的天泰
铝业，不断探索转型发展的路子，将通

过10万吨电解铝生产，精炼金属铸造，
年产20万吨合金铝生产基地，微通道
铝扁管以及全铝智能家居等项目，建成
后将实现产值50亿元。

“以前没有这套SPES智能系统，
每台设备至少需1人值守。实行自动
化生产后，整个车间只需5名工人在线
操作设备，就能完成以前近百人的工作
量。”中铝萨帕特种铝材重庆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中铝萨帕已形成从接单、
生产、包装到运输的各环节、全流程智
能化操作，且产能达到国内行业平均效
率的5倍。同时，该公司还在上马一条
铝合金材料薄壁挤压及智能制造生产
线，将为川渝地区轨道车辆制造提供更
加优质的铝合金车体产品。

为西彭园区写下“智造转型”生动
注脚的不只是天泰铝业和中铝萨帕。
今年6月，在西彭园区集中开工的重庆
军民融合创新创业基地项目中，全国铝
业龙头——西南铝参与的新2800mm
冷轧机组、铝锂合金熔铸机组等4个工
程项目，总投资约10.8亿元。建成后
将大大提升西南铝保障我国高端铝合
金材料需求的能力，并有望再造一个

“西南铝”。同时，中铝集团还将与我市
签约打造西南铝高级版，不断做优做强
铝加工产业链，共同将西彭园区建设成
实力雄厚、特色鲜明的“航材重镇”。

目前，西彭园区集聚了以西南铝为
龙头的数十家精深铝加工企业，投产和
在建的铝加工及其关联企业约78家，
涉铝企业年产值占全园区年总产值的
70%。园区已形成电解铝-铝加工-铝
精深加工-铝循环利用的完整产业链，
是重庆地区最具规模、产业链最完整的
铝加工产业集聚区，也是名副其实的

“中国铝加工之都”。
正是得益于以铝加工为主导的传

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升级，今年7月，西
彭园区成功获批有色金属材料国家外
贸转型升级基地，为园区打造“中国航
材重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加速建设智慧园区
拓展高质量发展新境界

“智慧园区是以信息技术为手段、
智慧应用为支撑，全面整合园区内外资
源，建设基础设施网络化、建设管理精

细化、服务功能专业化和产业发展智能
化的载体和平台，将让园区管理服务等
更加高效便捷。”西彭园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按照重庆市智慧园区评价标准，
制定了智慧园区建设工作方案，从基础
设施、园区管理、园区服务、产业智能
化、保障体系、平台接口等入手，推进智
慧园区建设。

一方面，构建园区智慧管理和服务
平台体系。以创新园区管理、服务产业
发展为主线，纵向联通联动市级、区级
管理平台，横向打通联通园区内各部门
之间、园区与入园企业之间的应用服务
平台，构建形成集运行监测、协同办公、
党群管理、城市管理、资产管理、项目监
管、安全环保消防应急监管、园区之窗、
党群服务、政务服务、智云超市等多功
能为一体的智慧园区管理和服务平台
体系，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
展迈出坚实步伐。

另一方面，提升园区网络信息设施
设备保障水平。全力推进园区通信基
础设施改造升级，构建高速泛在、适度
超前的园区信息基础设施。积极争取
政策和建设支持，加快建设园区全光纤
高速宽带网络。分阶段建设园区高品
质无线网络，加快实现园区公共服务区
域和重点厂房楼宇的4G无缝覆盖和
免费WiFi覆盖，积极争取5G网络应

用试点。积极开展NB-IoT（窄带物联
网）、eMTC（增强机器类通信）等物联
网网络建设，推动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
建设，加快园区生产生活配套硬件改
善。

此外，培育建设智慧园区生态圈。
全力对接引进科研机构、解决方案（产
品）提供商、系统集成商、平台开发运营
商等，提升园区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服务
支撑能力。深化园区特色产业发展，打
造特色智能产业集群。探索建设同产
业类型共性服务需求的智能化外包，搭
建园区“智云超市”，聚合四方优势资源
力量参与推进智慧园区建设。

西彭园区还积极利用信息化技术，
打造智能商务和智能物流。园区正在建
设的九龙坡区电子商务分拨结算中心，
已与部分电商平台达成合作框架协议，
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交易额20亿元。
占地300亩的宝湾物流园进展顺利，目
前正在办理提前服务相关工作，将建成
先进制造产业、商贸流通产业提供一体
化综合物流服务的现代化高标准物流
园。同时，今年2月，停建多年的黄磏港
进入重庆市级重大项目清单，计划于明
年动工，将为西彭园区及相邻区县企业
提供通江达海的通道。

以大数据智能化引领创新驱动发
展，西彭园区建成高质量发展的智慧园
区和产城深度融合的工业新城，指日可
待！
陶永国陶永国 图片由西彭园区管委会提供图片由西彭园区管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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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微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微标科技”)全国首创的应用于门
诊采血和临床采血的RFID智能采血
管理系统，创造性采用了RFID数据采
集技术，通过自动化控制和大数据分
析，让标本从采集、转运、接收全流程真
正实现智能化，将大幅提升医院的运营
效率，优化医疗质量和安全，提高患者
就医满意度。

门诊RFlD智能采血管理系统
让采血更智能、准确、高效

传统门诊采血过程中医务人员手
工作业环节多，信息化及自动化程度
低，造成无意错误率高，难以明确责任，
工作量难以动态准确统计，采血管理难
以精细化。大多数患者都有面临流程
繁琐、等候时间长的经历。

微标科技研发的RFID血液标本
分析前处理系统可有效解决以上问题：
自助取号机，实现叫号自动化；智能真
空采血管备管机，实现自动贴标、发管，
医务人员专注采血；自动分拣机实现自
动分拣，患者持缴费单到检验登记处扫
码取号，单上有患者就诊信息、采血项
目、取化验报告时间等。

RFID血液标本分析前处理系统的
运用，实现了血
样标本在采集、
转运、交接的全
过程精准、高
效、零差错管
理。该系统可
以防止医院可
能产生的错诊、

误诊情况，并大幅提升医院检测效率，
减少患者25%以上的等待时间，有效
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临床智能采血管理系统
让标本检验进入“芯”时代

临床血液采集传统方式需要15步
流程，而现在只需要几步：扫手环、采集
血样、标本信息自动录入、上传并分拣、
检验科标本批量接收。步骤简化后采
血单元医护人员效率提升27%，工作
强度可下降28.5%，临床标本误检率降
低至零，临床标本检验前时长缩短
27.8%，退检率降低99.8%，临床采血治
疗投诉事件减少75%，标本前处理时
间缩短20%，检验结果更准确。

微标科技全球首创的移动智能采
血小车，彩色触摸屏显，一键操作，语音
智能提示，人脸识别验证身份，3秒上
传采血标本离体时间，透明可视采血管
余量，自动备管、发管等工作皆由小车
完成。

智能采血小车对检验前的临床标
本采取了更加精细
化的管理，提高了
检验结果的精确
性、准确性和可比
性，解决了大型医
疗机构面临的临床
标本采集效率低、
出错率高的遍性痛
点问题。

如今，国内中
大型医疗机构几乎
都建立了LIS信息
化系统，采用人工
备管、人工条码扫

描的方式来进行临床标本的采集、信息
录入、分拣及接收确认。由于人工采集
差错率高，条码扫描录入效率较低（平
均1.5秒/个），在标本量大的情况下，会
极大地耗费医护人员的精力，并且人为
采集出错和录入出错的概率也会随着
标本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时，由于人工
扫描的效率低与标本运送时间限制的
矛盾，导致标本转运接收环节的基本信
息核对过程的缺失，容易出现医疗责任
隐患。

据介绍，用于检验科的高速数字标
本批量接收仪可实现最小单位的临床
标本批量识别接收，2秒接收50个标
本，完全解决标本在交接时的信息录入
差错和效率问题。

高速数字标本批量接收仪采用的
RFID技术相对于现有的条码技术，具
备快速扫描、体积小型化与形状多样
化、抗污染力强和耐久性高、可重复使
用、穿透性强和无屏障阅读、数据记忆
容量大、安全性高等优势。应用于标本
检验前的智能采血管理系统可解决目
前临床标本管理中的采集差错及效率
低下问题，同时其真实数据的采集通过
物联网技术将其进行有效的分析和利
用，为临床检验提供更高精度的数据辅
助支撑，可为智慧医疗落地提供一个典
型的示范效应。

每一个标本代表着一个生命，让标
本检验进入“芯”时代。未来，智能标本
采集将造福更多患者及医护工作者，智
慧医疗将在便民惠民上有更多的突破
与成效。

马成兵 图片由重庆微标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重庆微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能采血管理系统

RFID移动智能采血小车 高速数字化标本批量接收仪

“智慧医疗”作为近年来兴起
的健康产业，是通过打造健康档
案区域医疗信息平台，利用最先
进的物联网技术，实现患者与医
务人员、医疗机构、医疗设备之间
的互动，逐步达到信息化。为缩
短智慧医疗与老百姓的距离，重
庆市中迪医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创新探索，走出了一条“惠泽
民生”的健康服务生态道路。

数字云胶片
检查结果“动动手指”可见

8月 20日，荣昌区人民医院
放射科外，一名患者通过手机扫
描机器上的二维码，不一会儿，该
患者的检查影像及检查报告在手
机屏幕上即刻呈现。以数字化的
方式代替传统胶制影像资料在该
院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据悉，
这得益于中迪医疗搭建的数字云
胶片平台。

据介绍，数字云胶片基于云
计算、混合云技术无缝对接医院
影像设备和PACS系统，以二维
码、短信、公众服务号为入口，为
医院、医生、患者提供云胶片的服
务系统。患者在影像检查后第一
时间即可通过手机、平板、电脑随
时随地查阅存储在云端个人清晰
完整的检查影像与检查报告，实
现个人数据的自助管理和应用，
也可分享给上级医疗单位专家进
行二次问诊，从而打造互联网、云
存储、移动应用的影像就诊服务
新模式。

在这信息化的链接中，中迪
医疗通过医疗健康大数据智能分
析平台、中迪（远程）医疗影像综
合系统、区域医疗（远程）诊断平
台、中迪医疗数字云胶片等建设，
为各级卫生主管部门及医疗机构

在 实 现 医 疗 共
享、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的同时，
更是实现了B端
向 C 端的迈进，

让基层百姓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医
疗大数据带来的福利。

13区县建成区域医疗
（远程）诊断平台

“这个病人颅内没什么问题，
但额头有血肿……”8月18日，在
江津区区域医疗（远程）影像诊断
平台，远程诊断正在进行中，负责
诊断的是江津区人民医院放射科
的专家们。病人来自白沙镇卫生
院，因车祸入院，考虑到受伤部位
在头部，为稳妥起见，卫生院将
CT片传至平台，专家们在仔细观
察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区域医疗（远程）诊断平台的
建立，在解决基层医疗机构存在
有设备却无诊断医生或诊断力量
不足的同时，为群众提供了均质
化、连续性的医疗服务。

据中迪医疗副总经理杨策介
绍，该公司目前已在荣昌、江津、
石柱、巫山等13个区县建立了医
疗（远程）诊断平台，在提高百姓
生活品质的同时，极大地提升了
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六大共享中心
让“智慧医疗”更接地气

如何让“智慧医疗”惠及百
姓？如何实现B端向 C端的蜕
变？中迪医疗做足了功夫。

据中迪医疗董事长何小玉介
绍，中迪医疗8月已与巴南区相关
职能部门达成合作，将在巴南区
建成区域影像中心、区域超声诊
断中心、区域心电诊断中心、区域
检验中心、区域病理诊断中心、区
域120急救中心六大医疗共享中
心，目前正进入实施阶段。届时，
巴南区百姓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大
数据医疗所带来的便捷与实惠。

何小玉介绍，中迪医疗还与
贵州省100多家医院达成合作，
推广智慧医院服务系统，取得了
良好的成绩，未来在进一步完善B
端的同时做大做强C端服务，让
患者真正体验医疗共享及医疗大
数据所带来的福利。

马太超 图片由中迪医疗提供

中迪医疗成功搭建“信息化+大数据+云服务”平台

“智慧医疗”将健康保障送到群众家门口

重庆市影像远程诊断系统、数据可视化系统平台

用“芯”呵护“生命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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