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周雨）10月 18
日，江津举行“2019年第四季度产业类
项目集中开竣工活动”和“2019年第三
季度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活动”，集
中开工、竣工和集中签约的项目总数达
到105个。

这些项目涉及大数据研发、智能家
居、医疗器械、汽摩及零部件、粮油食品、
装备制造、新型材料、建材、农副产品深
加工等各个方面。其中集中开工的项目
共有34个，预计达产后年产值约130亿
元，集中竣工项目共有35个、预计达产
后产值299.45亿元，集中签约的项目共
有36个，总投资额达283.26亿元。

在开竣工项目中，由全球最大铜加
工企业海亮集团投资设立的江津生产
基地项目颇受关注。该项目总投资约

30亿元，建成达产后可实现产值100
亿元。目前，该基地已建成一条铜管生
产线、一条铜排生产线，其中，铜管生产
线已投入试生产，铜排生产线预计年底
投产。在36个集中签约的招商引资项
目中，商贸、旅游等第三产业项目达12
个，总投资209.1亿元。其中，浙江蓝
城集团拟投资60亿元，在江津鼎山建
设“康养+文旅”特色的“蓝城小镇”项
目。万达地产集团拟在江津滨江新城
投资建设总建筑面积不低于10万平方
米的“万达广场”。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江津区已累
计引进项目228个，合同引资逾900亿
元，其中引进投资额30亿元以上项目3
个，10亿元以上项目23个，世界500强
1家，中国500强1家，上市公司6家。

江津举行集中开竣工和签约活动
共开工34个项目、竣工35个项目、签约36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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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批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巡礼

南腰界革命根据地位于酉阳土家
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它是建党建
军史上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是重庆市
唯一建立省级苏维埃政权的地方，是武
陵山区革命文物体量最大、保存最完
好、最具震撼力的革命老区。经过历届
县委政府多次挂牌保护，现遗存红三军
司令部旧址、大坝祠堂战斗遗址等文物
共56处。

该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胜利地实现
了红三军的战略转移，为红二、六军团会
师创造了条件，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胜
利长征，确保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南腰界革命根据地现为全国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
地、重庆市青少年教育基地、重庆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红三军司令部旧址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图由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红
色景区管委会提供）

南腰界革命根据地

红二、六军团南腰界会师纪念塔。

不良贷款、交易欺诈、恶意攻击等
问题，正在加速金融风险。而生物识别
技术可让金融业变得更“智慧”，能快速
精准“揪”出这些恶意行为。由重庆中
科云从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重庆
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重庆邮电大学等
5家单位共同研发的“智慧金融集成生
物识别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了
2018年度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据项目完成人罗辛介绍，项目研究
取得的创新成果包括大规模人脸图像

“云－端”智能感知技术、3D结构光与
主动近红外多模态生物活体检测技术、
复杂场景多层异构深度神经网络生物
识别技术等。

比如大规模人脸图像“云－端”智
能感知技术，目的是实现金融行业的大
规模人脸图像可靠采集和快速处理，这
主要是依靠智能故障诊断近红外与可

见光图像获取技术和多层负反馈云资
源自适应协同控制技术来实现。

“近红外光可以获取到人脸的热力
学特征，而可见光可以获取到更细致的
人脸轮廓等特征，系统在获取人脸信息
时，可以自主判断哪种获取信息途径更
有效，就以哪种信息为主，目的是保证
获取信息的可靠性。”罗辛解释。

与此同时，多层负反馈云资源自适
应协同控制技术可以帮助实现高负载、
高并发、强实时、低能耗的金融应用生

物识别计算。“计算效率得以提高，基本
上能达到毫秒级快速响应。”他说。

准确获取人脸信息之后，就是检测
识别。对此，项目研发的3D结构光与
主动近红外多模态生物活体检测技术
可以实现非常精确的判断。

“如何判断不是用的照片、面具来
进行人脸识别？我们这项技术采用的
是多摄像头识别，3D摄像头会从不同
角度采集信息，然后再经过建模、计算
来进行判断。”罗辛介绍，3D结构光可

以识别人脸的微表情，哪怕是嘴角微小
的抽动、鼻子轻微抖动等都可以被识别
出来，误识率可以降低至千万分之一。

此外，通过复杂场景多层异构深度
神经网络生物识别技术，人脸图像出现
尺寸大小不一、模糊、几何结构畸变、质
量被损坏等情况下，仍然可以进行精准
的人脸识别。

“就算光线不好出现‘阴阳脸’，甚
至戴口罩人脸被遮挡了一半，也可以通
过提取非负局部特征进行识别。”罗辛
表示。

据悉，该项目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0件、实用新型专利17件、软件著作
权39件，多家银行进行的多次POC测
试（即：业界流行的针对客户具体应用
的验证性测试）结果显示，与国内同行
业同类技术相比，该项目的相关技术在
人脸检测检出率及误检率、证件照与现
场照1∶1比对、水印照与现场照1∶1比
对、人脸属性分析指标、单张人脸检测
耗时、身份证银行卡OCR识别速度和
身份证银行卡OCR识别准确率等几项
指标上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目前，项目成果已经在中国农业银
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超过
400家各级银行机构应用，包括银行柜
面、手机银行、直销银行、自助机具等各
个业务渠道，智能服务覆盖全国超过
14.7万个网点，日均使用量超过2.16
亿次。此外还在证券保险行业、互联网
金融行业等进行大规模应用示范。

遮住半张脸也能被毫秒级快速识别
生物识别技术让金融业更“智慧”，人脸误识率仅为千万分之一

本报记者 张亦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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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松）10月 18
日，市政府公众信息网发布《重庆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政务服
务“好差评”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下
称《通知》），要求2019年底前，在全市
的市、区县、乡镇（街道）3级政务服务
机构全面推行政务服务“好差评”工作，

建立以评价、反馈、改进、监督、考核等
为主要内容的政务服务评价制度。

《通知》指出，接下来将通过在重
庆市网上办事大厅、“渝快办”移动端
设置“好差评”评价功能，在全市各级
政务服务窗口醒目位置设置政务服务

“好差评”二维码，完善“在线评价+现
场评价+电话回访评价”评价机制等
方式，实现企业和群众对所接受的政
务服务“一事一评”。此外，全市各级
政务服务机构也可以通过建立自我评
价机制，对自身工作进行评价，发扬成
绩、改进不足。市政府办公厅也将委
托第三方定期对政务服务情况进行评

价，确保评价工作的独立性和评价结
果的客观性。

据了解，此次政务服务“好差评”制
度将实现线下实体大厅、服务窗口和线
上办事大厅、移动终端等各类政务服务
渠道全覆盖，全市各级政务服务机构和
人员均作为“好差评”评价对象。评价
标准设置有“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
意”“不满意”“非常不满意”5个等级。

《通知》要求，对“不满意”或“非
常不满意”问题，情况简单、事实清楚
的，采取解释说明、当场裁定等处理
方式当场解决；对于问题相对复杂
的，采取承诺答复、整改回访等处理

方式，限期 5个工作日予以解决；确
实无法解决的，应做好耐心细致的解
释说明工作。

此外，《通知》还要求，全市各级政
务服务机构应将“好差评”评价结果与
单位、个人绩效考核挂钩，作为年度目
标考核内容和工作人员个人绩效考核、
年度考核重要内容。对那些差评比较
集中的部门和人员，强化监督检查；对
服务评价连续排名靠后的工作人员限
期整改，整改不力或造成重大不良影响
的，要按照有关纪律规定追责问责；对
企业或群众反映的工作人员涉嫌违纪
违法信息，依法依规处理。

重庆将全面推行政务服务“好差评”
要求评价结果与单位、个人绩效考核挂钩

10月17日至18日，山水城市可持
续发展国际论坛分论坛——“滨水空间
规划设计”在江北区丽晶酒店举行。国
内知名专家、学者就重庆“两江四岸”等
滨水地区建设积极建言献策，助推重庆
城市品质进一步提升。

“重庆是立体城市，滨江空间要释
放出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西
南分院副院长肖礼军认为，以前的滨江

路建设造成了一些空间上的阻隔，导致
滨江空间活力丧失，应尽可能弱化滨江
空间的交通功能，压缩车行道数量和断
面宽度，增加行人过街的可达性。同
时，还要注重公共交通空间和慢行空间
的营造，把人流密集的路段还给人们。

他建议，在不同标高的地方营造不
同层次的景观，强化江、城、山的关系，并
注重挖掘滨江地区文化，恢复江岸活力。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宋聚生提醒，
滨水地区的设计要注重四季的变化、“三
时”的变化以及天际线的处理。一年四
季有不同的景象，设计师要用不同的开
花植物展现季节变化；日出、白天、夜晚
的光线是不同的，应选择与环境相协调
的灯光设计；此外，滨水地区要有视觉
点，注重天际线的塑造，设计者要避免一
些过于单调、与环境不协调的天际线。

AECOM上海景观部设计公司总
监Lee Parks建议，滨水景观设计不妨
考虑采用雨水管理手法：一方面，通过
植物减少地表的流水；另一方面，建设
一批生态滞留池助流净化过的水，确保
雨水流进江河时的水质。可打造一些
湿地，为动植物提供良好的栖息地。

天津大学教授陈天认为，城市和水
系要形成健康的关系，亟需建设生态基
础设施网。应针对河道的不同等级确
定不同的控距策略，减少河道大段硬化
的情况。他提醒，在硬质岸线上要种植
景观植物或规划小块林地、湿地，让岸
线建设与生态功能结合，与人的活动有
机整合。

专家支招“两江四岸”怎么建——

释放滨江空间 助推城市品质提升
本报记者 廖雪梅 崔曜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10月18
日下午，德庄集团“天下第一大火锅”从
该公司起运出发，朝上海驶去。当天，
市商务委发布消息称，“天下第一大火
锅”将代表重庆火锅参加第二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下称第二届进博会），在
世界级展会舞台上展示重庆火锅魅力。

“天下第一大火锅”直径为10米，
高度为1.06米，重13吨，曾获得吉尼斯
世界纪录。大锅外沿由56个鼎状小锅
组成环形圈，象征着我国56个民族的

团结和祥和。其可供56人同时用餐，
每次使用需要投放火锅底料2000公
斤、花椒200公斤、辣椒500公斤。

本次出征第二届进博会，“天下第
一大火锅”被分为八个部分，分别装进
一大一小两个集装箱内。其经过3天
的运输到达上海后，再通过5天组装恢
复原貌，最终将在第二届进博会非遗馆
进行展出。

德庄集团董事长李德建透露，“天
下第一大火锅”所在的展厅围绕“火锅
与城市”“火锅与重庆”“火锅与世界”三
大设计主题，巧妙地把重庆的山水风
貌、美食文化等与大火锅融为一体，体

现出重庆“行千里·致广大”的城市内
涵。大火锅展区顶棚，则悬挂了一只振
翅欲飞的红凤凰，寓意着“凤舞九天”。
此外，进博会期间，展区中还将穿插传
统川剧变脸表演，向国内外嘉宾和观众
传播重庆传统文化。

据悉，作为重庆火锅文化的代表，
“天下第一大火锅”并非第一次出征世界
级展会舞台。从2012年远赴澳门参加
中国饮食业博览会，到2015年亮相意大
利米兰世界博览会，再到今年11月份即
将亮相第二届进博会，“天下第一大火
锅”一直致力向世界展示重庆城市形象，
传递重庆独特的城市文化及饮食文化。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二届
进博会期间，重庆交易团将举办“天下
第一大火锅”开锅仪式，邀请商务部领
导、重庆市政府领导、各协办国嘉宾和
部分兄弟省市代表共品重庆火锅。同
时，还将组织重庆火锅企业代表与参展
外企现场对接，有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为重庆火锅的国际化
发展注入新元素、新活力，推动重庆火
锅走向全球更广阔的市场。

据悉，近年来，重庆火锅企业在海
外扩张的步伐日渐加快。目前，小天
鹅、秦妈、苏大姐、德庄和刘一手等多家
本土火锅企业，已累计在海外开店200
多家。这些重庆火锅店分布在美国、新
加坡、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老挝
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天下第一大火锅”将亮相第二届进博会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黄乔）10
月18日，2019年国际调解高峰论坛在
渝闭幕。

论坛举行的两天时间里，与会的全
球调解专家、专业人士和法律界专家学
者，围绕“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创新商
事纠纷解决渠道”“从《新加坡调解公
约》与《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公约》看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体系的构
建”“律师调解与商事调解”“商事调解
员能力建设”“国际商事调解的国内外
实践及真实案例分享”“如何完善商事
调解服务满足客户需求”等六大议题，
发表了精彩演讲，在交流互鉴中深化了
对商事调解的认识，为预防化解经贸纠
纷、推动调解机制建设、实现便利化解
决商事纠纷提供了思路，推动了国际调
解在商事纠纷中的应用。

与会嘉宾表示，互利共赢是全球

工商企业界的共同追求。当前尽管贸
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有所抬头，但是
经济全球化、贸易多元化仍然是不可
阻挡的历史潮流。国际经贸摩擦、贸
易纠纷出现概率随之增大，灵活、高
效、快速、经济地解决经贸纠纷正成为
普遍共识。

嘉宾们表示，国际商事调解必将成
为各国解决贸易纠纷的首选，为此要进
一步加大《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宣传力
度，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加入公约，有力
推动国际调解在商事纠纷的广泛应用；
要进一步加强商事调解新思路、新方式
和实务技能与合作模式的深入研讨，推
动建立更加多元化的经贸纠纷解决机
制；要进一步加强调解领域的交流合
作，建立更加广泛、更具效率的调解合
作机制，有力推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更
加便利化、规范化。

2019年国际调解高峰论坛在渝闭幕

政务简报

●10月18日，“巴渝工匠”杯第六届中国·重庆职业技能大赛开幕，“重庆小
面”“中国菜”“餐厅服务”3场专项职业技能赛开赛，副市长屈谦到现场观赛。

（记者 黄乔）

本报讯 （记者 杨骏）10月 18
日，重庆市青少年智能化教育基地暨两
江新区青少年智能化教育基地在礼嘉
智慧公园揭牌。市委常委，两江新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段成刚，副市长
屈谦出席活动。

据了解，此次市教委授予礼嘉智
慧公园“重庆市青少年智能化教育基
地”，旨在培养广大青少年智能化思维
模式，提升我市青少年智能化教育水
平。同时，此举也是我市推进以大数
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发展战略、加

快建设“智造重镇”“智慧名城”的一项
举措。

两江新区方面称，新区按照市委市
政府要求，出台了“双进”工作的实施意
见，将把礼嘉智慧公园建设与推进智慧
教育发展结合起来，将该公园打造成展
示智能成果、体验智慧生活、接受科技
和创新教育的载体平台。

同时，两江新区还将充分发挥青少
年智能化教育基地作用，计划到2021
年，基本建成与智慧城市和教育现代化
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智慧教育体系。

重庆市青少年智能化教育基地
暨两江新区青少年智能化教育基地揭牌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吴志杰)10月18日，第十三届全国
水利职业院校“巴渝杯”技能大赛在重
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开幕，共吸引
全国44所水利水电职业院校的900多
名师生报名参加。

全国水利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一
项全国性水利职业教育学生竞赛活动，
由水利部人事司、中国水利教育协会主
办，旨在加快发展现代水利职业教育，
加强水利行业后备技能人才培养，推动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增强水利职业教
育的影响力。

本次大赛共设河道修防、水文勘
测、工程测量（高职）、水利工程成图、水
利工程造价5个高职组竞赛项目和工
程测量、工程识图两个中职组竞赛项
目。在3天赛程中，900余名师生将展
开激烈角逐，决出个人一、二、三等奖，
单项团体、综合团体以及优秀组织院校
等奖项。

本次大赛首设水利职业教育研讨
会，40余名全国大中专院校的书记、校
长将来渝交流。

水利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斌，
副市长李明清出席开幕式。

全国水利职业院校“巴渝杯”技能大赛在渝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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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江北区江北嘴，
大量栖息在江边的白鹭与背后的
城市相映成趣。随着我市近年来
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成群的白鹭
又回到了嘉陵江边，成为城市一
道美丽的风景。

记者 崔力 摄

白鹭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