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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消防亮剑智博会

8月26日—29日，2019中国国际智
能产业博览会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举办。

为确保打赢本届智博会消防安保战
役，市消防救援总队围绕“智慧消防”这
一主题，结合日常管理工作要求和实战
应用需求，打造了“重大活动消防勤务管
理信息系统”等一系列“智慧消防”利器，
用“数据链”织密火灾防控网，全方位护
航智博会消防安保工作。

8月24日，距离2019智博会正式召
开还有2天。上午10时，参加智博会S4
场馆消防安保工作的周琰在通过测温仪
测量发现，一家正在装修的参展商所使
用的电箱出现温度异常情况，他立刻通
过手机在“重大活动消防勤务管理信息
系统”上进行了事件上报。30秒后，他
得到了前线总指挥部的回应，队友带领
专业技术人员一同赶赴现场进行排查检
修，发现原来是用电负荷过高导致电源
接头被烧坏，随即帮助该参展商更换了
接头，并针对线路敷设和使用给出了可
行性建议，一次火灾隐患被扼杀在萌芽
状态。25日上午11时，N3号馆一展台
由于施工人员错接两根电线，导致电路
超高温达50℃，“消防物联网智能管理
系统”主机立刻收到报警，消防安保指挥
部立即通知外勤技术人员到达现场处
置，从报警到处置完毕，仅用时3分钟。
谈及此次智博会安保，现场消防安全人
员直言“智慧消防”的使用，确实让消防
安全工作覆盖范围更全面、安全检查更
细致、隐患处置更快速。

走进智博会市消防救援总队消防安
保前线指挥部，大屏幕上，“重大活动消
防勤务管理信息系统”把关于本次智博
会安保期间的消防安全隐患类型、涉及
场馆的位置、隐患数量等信息显示得一
目了然。

本次智博会期间，参与安保的消防
指战员手机上均安装了一个“重大活动
消防勤务管理信息系统”APP，该系统以
空间地理信息和物联网设备为平台，融
合了5G、BIM、AR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指战员不仅可以通过它及时查看勤务方
案、力量部署、通讯录等涉及会务的实用
信息，更可以通过这个APP及时进行事

件上报，建立火灾隐患数据库，实现安保
场所的消防相关物联网信息、巡检信息
的收集和预警，消防实战场景中空间、车
辆、装备、人员、部门等实况展示、实时指
挥、高效协同，指挥部则可根据实时情况
进行监管、决策、应急指挥，真正实现了

“智慧消防”的防、消结合这一终级目标。
此外，市消防救援总队还在智博会

现场17个展厅设置了58个组合式电气
火灾监测器、19部智能单兵终端、21台
红外线热成像仪、4架无人机等，全方
位、全时段为智博会举办“保驾护航”。

立足实战构建智慧消防“大脑”

事实上，“重大活动消防勤务管理信
息系统”只是我市在“智慧消防”建设上
的实战应用之一。

“去年以来，我们在总结首届智博会
消防安保经验基础上，运用GIS、UWB
等技术，大力推动‘智慧消防’建设，解决
安保现场工作层次不清晰、指令下达不
顺畅、发现隐患不及时等问题，实现可视
化的力量部署、扁平化的指挥调度、低延
时的风险管控，提升重大活动消防安保
能力。”市消防救援总队大数据专班负责

人介绍说。
为推进“智慧消防”建设，市消防救

援总队在我市新型智慧城市“135”整体
框架下，成立消防大数据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围绕消防救援和防火监督中心工
作，按照“统一技术路线和标准规范、业
务部门牵头研发、试点推广应用”的思
路，在灭火应急救援、火灾预防预警、消
防综合服务、消防基础管理4个领域开
展系统试点研发工作。

目前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轨道
交通消防信息综合管理系统已上线运
行，消防“智能化”服务消防现实斗争的
水平有效提升。

如通过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扩
展系统监控范围和功能，可实现对高层
建筑和社会单位16类消防设施、12类视
频监控和6类管理状况的实时监控及分
级告警。目前，全市已有5000余座高层
公共建筑接入城市消防安全远程监控系
统，加强信息化、智能化管理。

通过轨道交通消防信息综合管理系
统，可以整合全市轨道交通所有线路、站
点、运营、视频等基础信息，实现对轨道
交通消防安全的实时监控、火灾风险的
预警预测和作战指挥的辅助决策。

守护千家万户消防安全

随着“智慧消防”建设的深入推进，
越来越多的“智慧消防”应用走进了企
业、商场、社区，成为守护百姓消防安全
的“倍增器”。

如渝中区在两路口街道桂花园新村
社区试点“智慧消防”建设，通过在居民
楼内安装无线独立式烟感、手动报警器、
光感报警器等火灾报警监控系统、消防
水监控管理系统等举措，对每栋楼、每户
居民住宅建立起详细的数据库，并将数
据库连入预警系统，全面提高了社区火
灾防控能力和处置能力。

江北区“智慧消防”也迈出扎实步
伐，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不断
升级，摄像头、烟感报警器等硬件不断
完善。江北区消防支队积极运用“智慧
消防”物联网平台，实现社会单位与支
队之间的数据整合，让数据多跑腿，让
人员少跑路。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实战应用模
型研究，利用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
智能等先进技术，针对防火、灭火实际
需求，开展消防救援实战应用模型研
究，在典型业务应用中实现发展态势

分析、趋势预测预警。”市消防救援总
队大数据专班负责人表示，在大数据、
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基础上，进一步
加强消防机器人、消防无人机、5G通
信技术等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实现火
灾隐患预警预测、灭火救援科学指挥，
一旦发生灾情，立即扼杀在萌芽阶段，
切实守护重庆百姓消防安全。

“智慧消防”护航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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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活动消防勤务管理信息系统

盛志信 庞遵萍
图片由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提供

运用5G技术的无线电气火灾监测传感
设备，实时监测电气设备漏电，超负荷和超
温等异常情况，并及时告知现场巡查人员

重庆市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渝矿采出字〔2019〕20号

根据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施
方案的通知》，现对以下采矿权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9月6日12:00-2019年10月11日12:00。公告日期内有2
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拍卖时间另行通知；公告时间内只有1家单位申报的将采取挂牌出让。
本次公开出让的采矿权采用网上交易，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竞买申请人可在公告期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网址：http://www.cqggzy.com）进入重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查阅、下载。地址：重庆市渝
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电话：023-63628117，联系人：王先生。

本次公告将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ghzrzyj.cq.gov.cn、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
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发布。

一、序号GC19030 采矿权出让
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
号，联系人：李老师，联系电话：023-
52299006。

二、报名网址及CA办理：
（一）本次公开出让采矿权交易报

名网址为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
址：http://www.cqggzy.com）；

（二）竞买申请人应当办理CA数
字证书，凭CA数字证书登陆网上交
易系统申请报名、交纳保证金。CA数
字证书办理单位名称：东方中讯数字
证书认证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南岸
区复兴街9号中讯时代6-1，联系电
话：4000235888。网上自助办理证书
网 址 ：http://os.ezca.org:8001/
easyca/netpay/，或关注“东方中讯”
微信服务号获取更多帮助。

三、竞买申请人在公告期内登录
网上交易系统并提交竞买申请后，交
易系统自动生成随机保证金帐号。竞
买申请人应在公告期内交纳竞买保证
金至随机保证金帐号，交款人需与竞
买申请人一致，保证金账户只接受银
行转账或电汇方式，不接受现金或现
金汇款，不接受代交款和个人名义交
款。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19年10月11日12:00。

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
延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竞买资格，建

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的1至2
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如成功竞得，已缴纳的保证金可
抵作采矿权出让收益，由竞得人委托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支付至财政非税收入专户；如未竞
得，可在成交日之后1个工作日内办
理退还手续，不计利息。

四、采矿权出让收益缴纳方式：成
交后采矿权出让收益支付方式在签订
采矿权出让合同时按照财综〔2017〕
35号文件相关规定予以详细约定。

五、采矿权竞买人资格要求：
（一）竞买人须为营利法人；
（二）竞买申请人属于以下情形之

一的不得参与竞买：
1.在“矿业权人异常名录”“矿业

权人严重违法名单”内；2.在自然资源
部联合惩戒备忘录或重庆市信用惩戒
严重失信主体限制或禁止申请采矿权
的“黑名单”内；3.被吊销采矿许可证
之日起2年内。

六、风险提示：
（一）采矿权投资存在有不可预计

的风险，包括竞买须知所表述的有关
矿产资源情况（矿层厚度、矿石质量、
储量等）与实际开采有差距的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安全、地质灾害防治、环境
保护等要求、对特定采矿方法、选矿方
法限制以及国家产业政策或者矿产资
源规划调整的影响、不可抗力的影响

等风险。竞买人参加竞买并提交申
请，即视为竞买人对采矿权现状和竞
买须知已完全认可并自愿承担所有风
险；

（二）有关该宗采矿权的用地、用
水、用电、公路、环保、基础设施等工
作，由竞得人自行负责解决并依法完
善相关手续；

（三）若竞得人竞得该宗采矿权
后，在办理采矿登记所需要件时进行
安全、环境评价等认定为不适宜开采
的，该宗采矿权按不成交处理。
七、提出异议的方式与途径：

对本次出让的采矿权存有异议
的，应在公示期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局提出；对出让交
易程序存有异议的，应在公示期截止
前以书面方式向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提出。根据所提异议的具体情
况，按照《矿业权交易规则》等相关规
定进行妥善处置。

八、其他重要提示及要求：
1.序号GC19030采矿权为新设矿

山，根据出让前期报告等资料，矿区范
围内预计总可采资源储量2080.72万
吨。

2.竞得人须自行或委托编制矿
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方
案并通过审查，同时按照《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规定》等相关规定履行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相关义务。

序号

GC19030

采矿权名称
（暂定名）

重庆市开州
区温泉镇水
泥用灰岩矿

地理位置

开州区温
泉镇顺平

村

矿种

水泥用
石灰岩

矿区范围
拐点坐标

详见《竞买
须知》

资源储量
（万吨）

3332.2

矿区面积
(平方公里)

0.2958

开采
标高

+398米
至+260米

生产规模
（万吨/年）

100

出让年
限(年)

20

出让收益
起始价
（万元）

6448.07

保证金
金额
(万元)

1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