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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陈龙华 美编 张辉打探智能产业“新引擎”⑤

8月25日，2019智博会开幕前夕，腾讯
西南总部大厦在两江新区正式启用。

从2013年在重庆建设腾讯西部云计算
大数据中心开始，腾讯与重庆“牵手”6年。
首届智博会上，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
执行官马化腾宣布，将西南区域总部落户重
庆两江新区。

恰好一年时间，腾讯西南总部大厦投入
使用。在重庆集中力量建设“智造重镇”和

“智慧名城”的目标下，腾讯将有何助力行
动？重庆日报记者为你剖析腾讯西南总部，
揭秘“企鹅”的“重庆攻略”。

数字内容产业
助力重庆文旅打造热门IP

在腾讯西南总部大厦启用仪式上，腾讯
公司与重庆市政府再度签署全面深化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大数据和智能产业、
数字内容、智慧城市等领域深化合作，推进
重庆大数据产业生态创新发展。

其中，在数字内容产业方面，腾讯牵手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从三个方面为重庆文
旅打造热门IP。

其一，将依托腾讯“新文创”战略，结合
游戏、动漫、音乐、影视等腾讯领先的数字文
化产品及品牌活动，与三峡博物馆共同挖掘
活化巴渝文化、三峡文化等代表性IP，打造
重庆特色文化标签。

其二，将通过腾讯视频、微视等腾讯全
内容矩阵，发掘重庆传统文化专家、城市先
锋创意者等资源，助力三峡博物馆创新文化
表达方式，开展博物馆品牌及精品陈列展的
整合营销。

其三，将开放腾讯AI、大数据等能力，
为三峡博物馆提供包括“博物官”在内的智
能化解决方案，助力博物馆智能化建设，提

升公众公共文化服务体验。
截至目前，双方已就“一起来捉妖”的文

物IP植入、“腾讯创新大赛”等项目开展合
作，并在2019智博会中的国家文物局智慧
博物馆展区及腾讯展区重点展示，收获好
评。

除此之外，腾讯还计划充分发挥腾讯在
故宫、敦煌等项目中的经验，助力红岩革命
纪念馆、大足石刻、白鹤梁、钓鱼城等历史文
化资源的创新表达。

大数据智能化产业
布局云计算中心 促进智能

汽车发展

大数据智能化产业方面，腾讯与重庆的
合作主要有两个方面：重庆腾讯云计算数据
中心群，腾讯与长安汽车战略合作。

重庆腾讯云计算数据中心群方面，2013
年腾讯正式落户重庆两江新区，一期投资30
亿元，建立腾讯西部云计算大数据中心，并
以此为契机，开启了与重庆的合作之路。

重庆腾讯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总占地
面积近300亩，总投资超过百亿元，建成后
预计将形成20万台服务器的计算服务能
力，将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单体数据中心。
腾讯云计算数据中心采用自有团队进行运
维，结合腾讯多年的运维经验，进行属地化
运营管理，全年365天提供7×24小时的优
质服务。目前项目一期已全面建成并投入
运营，二期工程将新增投资近30亿元。

腾讯与长安汽车战略合作方面，2017
年6月，腾讯云与长安汽车签订战略协议，
并共同发布“中国汽车品牌首款智慧移动终
端”长安欧尚A800。2017年12月，双方签
署深化互联网+战略合作协议，并加大对重
庆腾讯西部云计算中心的投资近30亿元。

2018年4月，重庆市经信委、两江新区
管委会、腾讯集团、长安汽车四方签署合作
协议，投资10亿元共建重庆市智能超算中
心。目前，长安与腾讯成立的合资公司正式
命名为北京梧桐车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资金2亿元，将专注于在车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领域打造面向行业的开放平台，为
汽车行业提供成熟、完善的车联网整体方
案。

今年4月，在2019上海国际车展中，由
腾讯、长安合资建设的梧桐车联发布了全新
的TINNOVE汽车智能系统。该系统深度
整合了腾讯车联的基础能力和核心生态资
源，开创性地提供基于场景的个性化服务推
荐，构建完整的智能出行场景服务解决方
案。

在2019智博会上，长安汽车跨界携手
腾讯，联席展示了具备微信车载版功能的梧
桐TINNOVE系统、腾讯智慧4S店解决方
案等一系列智能化建设成果。

智慧城市
政务、旅游、交通、医疗、人才

培养全覆盖

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腾讯在重庆做到
了政务、旅游、交通、医疗等领域全覆盖。

智慧政务方面，2018年8月腾讯与重庆
交运集团携手发布重庆智慧物流平台，全面
助力重庆物流大数据产业发展，提高物流效
率，助力重庆工业发展。

智慧旅游方面，2019年8月25日，南川
区政府与腾讯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合力
建设“腾讯-南川全域智慧旅游2.0”平台。
其中，项目一期工程包括“南川慢直播”与

“智游南川”小程序的打造。二期工程计划
在2020年2月底前完成。另外，在2019智

博会上，“一部手机游武隆”小程序正式上
线，上线武隆新玩法、导览助手、武隆玩乐、
门票预订、AI识花和投诉等六大功能，以满
足游客在景区旅游、休闲度假、乡村体验等
多方面的服务需求。

智慧交通方面，重庆智慧索道亮相
2018年10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智慧
交通大会，共同参与成立中国智慧交通生态
联盟。腾讯发布的乘车码、智能出行助手、
定制巴士、城市神经中枢四款智慧交通产
品，将在重庆全面落地，助力重庆智慧交通
发展。另外，自2018年12月11日起，重庆
交通开投集团与所属重庆公交集团、通卡公
司联合微信推出公交移动支付便民服务措
施，主城常规公交线路8600余辆公交车，已
全面启用移动支付。

智慧医疗方面，2016年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儿童医院就与微信合作，成为全国首家
微信支付的旗舰医院。此外，腾讯于2017
年推出了首款AI医学影像产品——腾讯觅
影（MIAIS），能服务医学影像，进行疾病早
期诊断，可以有效提升疾病早期诊断的准确
性。目前，腾讯觅影已落地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重庆市
第四人民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

记者还了解到，腾讯西南总部还将为重
庆培养数字经济人才。目前，腾讯在渝员工
数量已超1300人，预计今年年底将达1500
人，其中大部分员工均采用属地化招聘策
略，为重庆培养及吸引高新技术人才。

2018年腾讯与重庆师范大学联合大数
据腾讯云实验室，共同培养大数据专业全日
制本科学生。此外腾讯与本地高校联合办
学的腾讯大数据学院也将落户山城，这是腾
讯在西南区第一所大数据学院，预计落地后
将每年为重庆培养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向
全日制高校学生及社会人才超3000人。

本报讯 （记者 白麟）9月
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总部位于重
庆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获
悉，西南证券积极利用新三板市
场，为智能化企业提供推荐挂牌、
发行股票等证券服务。在西南证
券今年上半年完成的5家企业推
荐挂牌项目中，就有擎雷科技、盛
泉科技等4家涉及智能化的企业。

作为立足本地，为国内各产
业领域提供直接融资服务的重要
中介机构，西南证券通过多层次
资本市场，为推进智能化的企业，
提供发展亟须的资本支持和专业
金融服务。同时，西南证券还基
于自身对经济和市场变化的敏锐
性，全力发挥专业研判优势，引导
社会资本投向智能产业。

今年8月以来，西南证券研
究发展中心连发数篇行业研究报
告，指出云计算厂商业绩表现优
异，资本开支回暖，并作出了5G
周期下光模块等相关行业有望迎
来复苏等市场预判。相关的研究
报告引起了业内和众多投资者的
重视。

2018年，西南证券撰写智能
化领域相关的（云计算、大数据、
3D 打印、VR 等）研究报告9篇，
对智能化领域、产业、企业关注的
报告为 131篇。而今年截至目
前，西南证券撰写智能化领域相
关的研究报告已达14篇，对智能
化领域、产业、企业关注的报告有
135篇。

在该中心分析师看来，这些
基于客观数据的研究报告，引导
了资本市场对智能化领域的关
注，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智力支
持，为资金方寻求大数据智能化
产业投资渠道和政府部门制定智
能产业相关政策，都提供了参考
借鉴。

除了引导市场关注智能化领
域，西南证券近年来还通过旗下
子公司，先后投资了奇虎360、瑞
斯达康、江苏广和慧云、深圳市联
赢激光等智能领域企业，投资总
额达2.5亿元。

其中，江苏广和慧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是全国最大的分布
云网络平台综合服务提供商和运
营商，西南证券通过子公司西证
创新此前出资5000万元投资该公司，退出后投资收益
率超过70%。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联赢激光”）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激光焊接领域
的龙头企业，2018年，西南证券子公司西证创新出资
近2000万元投资联赢激光，目前联赢激光已申报科创
板IPO。

在自身业务的建设方面，西南证券也通过大数据
智能化，引领企业向科技金融转型发展。目前，该公司
相继开发运行了“西牛学院”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和

“慧投顾”在线投顾平台、“灵犀通”人工智能客服系统。
其中，“慧投顾”在线上平台汇聚了西南证券128

个分支机构超过300名优秀投顾、精品投资策略和投
资观点，并整合了科学投研方法、大数据分析体系、
量化模型，帮助客户分析投资形势、掌握投资技巧。
目前该平台已服务客户超过2000名，签约资产超过
24亿元。

西南证券负责人表示，智能化在西南证券全面推
进高质量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西南证券2019年
中期业绩公告显示：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7.09亿元，
同比增长12.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9亿元，同比增长6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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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西南总部——

揭秘“企鹅”的“重庆攻略”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孙天然

2019年8月25日，腾讯西南总部大厦投用。
（腾讯公司供图）

2019智博会腾讯馆，腾讯发布微信支付的进阶功能。
记者 崔力 摄

8月16日，在重庆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经验交流会暨实践创新基地建设推动会上传出喜讯，大渡口区两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被授牌示范点。
近年来，大渡口区创新开展楼宇统战工作，做深做活实践创新基地，积极为楼宇企业和创业者搭建服务与活动平台，协助破解创业创新中的问题与困难，共画和谐发展同心圆，有力

助推全区“高质量产业之区、高品质宜居之城”建设。

大渡口区楼宇统战工作渐入佳境

“四化”体系
开辟工作新途径

大渡口区是全市楼宇统战工作试
点区。试点之初，全区楼宇统战工作
面临各种困境：一方面是辖区内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的迫切需求没有得到回
应与解决，另一方面则是工作开展平
台少、制度相对缺乏等现实问题。

在这种客观现实下，大渡口区勇
于探索、打破瓶颈，凝聚起大统战工作
的力量，通过构建制度化格局、形成社
会化合力、提供分类化服务、强化科学
化选用，打造了楼宇统战工作“四化”
体系，改变了楼宇统战“无章可循”“无
台唱戏”的局面。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大渡口区
的重要人才队伍，是创新创业创造的
重要主体，是维护和谐稳定的重要力
量。楼宇园区是开展工作的重要抓手
和平台，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要高
度重视楼宇统战工作。”大渡口区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王涛在全区楼宇统战

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夯实制度基础，才能行稳致远。

在区委重视支持下，全区迅速召开了
楼宇统战工作会议，制定了区楼宇统
战工作“1+4”配套实施方案，明确细
化任务32项，落实工作职责。建立
区委统战部牵头，区级部门、镇街、社
区、示范点楼宇共同参与的四级联动
工作体系。这其中，关乎楼宇统战基
础生态的楼宇内部工作制度，更是成
为整个制度建设框架构建的重中之
重。

以示范楼宇作为工作的切入点和
突破口，聚合全区统战资源，先后建立
工作例会、定期走访、学习调研、慰问
帮扶、综合评价等制度，出台《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综合评价办法（试行）》《区
非公经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实施方
案》，大渡口区委统战部成功打造楼宇
统战构建制度化格局、形成社会化合
力、提供分类化服务、强化科学化选用
的“四化”体系，开辟了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统战工作新途径，使全区统战系
统的工作面貌焕然一新。

大渡口从事楼宇统战的工作人员
也明显感到了一些积极变化：之前，楼
宇中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之间开展各
类活动，往往需要统战部门发通知召
集，互相之间很少有主动交流；而今，
楼宇内的统一战线成员开始主动要求
参与各类活动，建言献策积极性也大
大提高，这虽然让他们感觉到了工作
的压力，但也增添了不少的成就感和
工作动力。

“三性”“三力”
开创工作新局面

在打造“四化”体系的基础上，大
渡口区聚焦“三性”“三力”，持续用力，
做深做实做活楼宇统战工作实践创新
基地，进一步解决好“有台戏少”、“有
形质低”、“有绩声弱”等问题。

突出特色，提升系统性，增强实践
基地吸引力。推动实践创新基地实现
领域、力量、服务“三覆盖”。以四类新
阶层群体聚集的楼宇为重点进行示

范，打造非公有制企业管理技术人才、
新媒体人士聚集的天安数码城移动互
联网产业园、文化创意人士集中的“艺
度创”微企亮园等 4 个实践创新基
地。同时，利用区经信委、文旅委、民
主党派等资源协同“艺度创”举办创意
沙龙、银企对接等活动。联合区市场
监管局、区工商联，连续3年开展“大
手牵小手”活动，帮扶微企梦工厂企业
生存发展。

打造品牌，提升创新性，强化实践
基地感染力。把理论学习信息化，充
分利用APP等新媒体技术推送学习
内容，创新方式载体，便于及时学、分
时学、生动学。把主题教育特色化，探
索4个实践创新基地“一家策划，四家
参与”形式。把培训教育生动化，在改
革开放前沿、红色传统基地等开展实
境实地培训。引导区新的社会阶层专
业人士联合会发挥主体作用，通过开
展研习、三创、法律、公益“四个服务
团”活动“立”品牌。把握新阶层人士
思想、情感、发展的需求，通过打造“一
家一品”系列活动“亮”品牌。实现“网

上网下”相结合，通过整合8家区级单
位“青年大学习”、“正青春”等活动

“扩”品牌。建设“建桥同心园”，联合
区工商联、欧美同学会等统战团体设
立创业创新社会服务基地。健全服务
机制，注重服务效果，13个部门与4个
基地联动协作，开展政策咨询、创业辅
导、经常性调研走访等服务。

构建大格局，提升实效性，铸就实
践基地生命力。通过制定实践创新基
地“1+4”实施方案，健全协同配合工
作机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同炒一盘菜”的合
作意识和意愿不断增强，实现党建工
作、行政工作和统战工作有机统一，使
新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成为全区人才工
作的重要内容。

在楼宇统战和实践创新基地工作
推动下，虬龙科技、首阳文化等一大批
科技型、创新型、潜力型企业在示范点
楼宇中发展壮大。天安数码城相继引
进互联网企业200余家，累计孵化企
业（项目）40余个，T+SPACE获评国
家级众创空间，3家孵化平台获评市

级众创空间，创建市级科技型孵化器
7 个；移动互联网产业园入驻率达
90%；艺度创微企亮园入驻文化企业
54家；微企梦工场成功吸引206家微
型企业入驻，解决就业2270余人，税
收达300万元，累计产值3.5亿元，全
区楼宇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不久前，区政府还无偿为重庆欧
美同学会青委会提供1000平方米工
作场地，并挂牌海外高层次人才一站
式服务窗口。

面向未来，大渡口区将把广泛团
结凝聚最活跃的创新创造创业者作为
工作的动力和目标，一心一意谋发展，
努力推动大渡口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统战工作，在聚力聚智聚能“高质量产
业之区、高品质宜居之城”建设中争创
一流、走在前列。

华官林 陈小东

立足统战为全局·凝心聚力促发展

区县统战工作巡礼

打造“四化”体系 聚焦“三性”“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