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偌大的厂房内，只有几名工人操控不
同设备，生产线上机器正在流水作业……
这是位于涪陵李渡工业园的重庆美心翼
申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复产的工作场景。

作为研发生产汽摩内燃机及压缩机

曲轴产品的企业，美心翼申在复产后，通
过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实现供应链协
同，很快恢复正常生产状态。

“智能化升级不仅是对车间硬件设备
升级，企业信息化建设同样重要。”该企业
负责人表示，通过与国内智能制造服务供
应商用友科技合作，美心翼申搭建了企业
全流程信息化平台，实现大数据采集、流
通和实时反应——比如生产线上需要采
购哪些原料、每件产品处于哪个流程、每
个订单完成得如何等报表内容，在平台系

统中都一目了然，从而减少人员接触，让
员工即便“零接触”也能照常保证生产。

工业互联网，让不少重庆企业实现了
供应链优化和产供销高效连接，加速了企
业复工复产进程。

春夏之交，正是青菜头的采挖季节。
作为全国知名的榨菜生产企业，涪陵榨菜
集团通过金蝶云星空产业互联网平台，远
程对企业采购、物资、物流、生产、财务、流
程等环节进行全面管控，实现了疫情防控
下的有序生产。

金蝶软件重庆公司副总经理黎泽华
介绍，通过该平台，涪陵榨菜2月7日就开
始恢复销售业务，2月10日部分生产线复
工生产，每天都有数十吨成品下线。而且
销售人员还能够基于云平台跟进市场需
求，组织销售、协调库房发运和物流跟踪。

据悉，疫情期间，我市各类工业互联
网平台通过提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管
理、产品营销等全环节线上应用，推动一
大批企业实现人员分散式复工复产，提高
了生产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

“上云、上平台”实现产销高效对接

复工复产 数据“跑在前”机器“挑大梁”

突如其来的疫情如同“放大镜”，让企业眼中的
“风口”更加清晰。许多渝企在逆势中开拓新业务，
发展新业态。

作为独角兽企业，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物流配送、市场拓展、客户服务等业务也受到疫情影响。

“不过疫情也让云从科技的技术有了新的应用
场景。”云从科技联合创始人姚志强说，为协助有关
部门做好城市出入人员防控，云从科技已部署人脸
大数据系统、AI红外无感测温系统等平台，针对疫
情防控要求进行方案设计优化。接下来，云从科技
还将结合AI技术在疫情防控的场景应用，组织专项
课题进行科技攻关，迅速转化为可落地的产品方案。

重庆立泰服饰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校服、工
作服等制服为主的企业。疫情发生后，该公司对现有
生产工艺流程进行改造，及时生产出符合标准的医用
防护服和隔离衣。截至目前，立泰服饰累计生产防护
用品60多万套，不仅配送到重庆及湖北防疫一线支
援抗“疫”，并且随着当前全球防疫物资需求量增加，
还承接了好几批海外订单。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空气过滤材料的
专业生产企业，在疫情发生后迅速转产生产KN95
口罩。大年初二，其口罩生产线即投入运转，目前生
产的KN95口罩日均产量已突破两万只。

作为一站式企业服务外包平台的猪八戒网也集
平台之力，牵头开展“战疫情-共同保护企业生命线”
行动，在线集结上万名专业人才，为10万家企业提供

“免见面”帮扶服务，帮助企业减少因疫情造成的损失。

“化危为机”
渝企转型开拓新业务

今年3月20日，重庆举行2020年首轮110个
工业投资项目集中开工活动，总投资575亿元，达产
后将培育形成1131亿元产值。

“涉及行业多，投资规模大，是此次集中开工项
目的亮点。”市经信委负责人介绍，此次开工项目涉
及智能制造、汽摩、装备、材料、生物医药、消费品等
产业领域，其中投资规模10亿元以上项目18个，5
亿元以上10亿元以下项目22个，1亿元以上5亿元
以下项目70个，项目平均投资规模达到5.23亿元。

市经信委表示，接下来，重庆将持续加快在建项目
推进，促进完工项目投产放量，力争市级重大工业建设
项目全年完成投资500亿元，推动市级重大工业投达
产项目对全市工业增长贡献率保持在50%以上。

仅半个月后，4月3日，重庆又举行2020年首轮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集中开工活动，含新基建
重大项目22个，涉及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
等领域，总投资约815亿元。

其中，总投资超过65亿元的腾讯西部云计算数
据中心二期项目、中国华录·重庆数据湖产业园等大
数据项目，将夯实补充重庆数据要素集聚基础，激活
数据要素潜力。

除22个新基建项目外，还有6个总投资达239
亿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集中开工，将弥补我市医
疗和交通领域“短板”。

（本组稿件由记者郭晓静、夏元采写）

激活“脉搏”
138个重大工业和新基建项目开工

□本报记者 郭晓静 夏元

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两手抓、两手硬——市经信委统计显

示，截至目前，重庆已有 5.8 万家工业
企业复工复产，220 万名产业工人返
岗，110 个工业投资新项目集中开工，
规模以上企业全部复工复产，绝大部

分行业产能利用率超过去年同期水
平。

我们欣喜地看到，大数据智能化主
线绘就的渝企复工复产图景，充分显现

出重庆区域经济的韧性和内生动力。大
数据智能化，已成重庆努力发挥好“三个
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
器”。

各类汽车零部件被自动化履带传输
到各个操作台，工业机器人不停挥舞

“手臂”加紧作业……4月3日，重庆日报
记者在长安汽车渝北工厂看到，700多台机
器人在生产流水线上有序忙碌着。在这
里，每天有500多台新车完成组装下线。

机器“挑大梁”，自动化、智能化的生
产线，在长安汽车的复工复产中凸显巨大
优势。

“通过智能化改造，我们工厂的自动
化率达到92%，员工返岗率只要在40%
以上，就可以正常开工。”该工厂负责人魏
芳柱说。

在小康工业集团，也能看到类似场
景——在冲压、焊装、涂装、总装等生产
车间，1000多台智能机器人使关键工序
实现了自动化。

事实上，虽然目前员工还没有全数返

岗，但智能化生产线让小康工业的产品生
产效率和生产质量均得到保障，企业自2
月中旬复产以来，已收到不少汽车、发动
机订单。

实施智能化改造后显现出的复产优
势，在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中也有所体
现。

“如果是前两年，疫情对企业的影响
会更大。”鞍钢蒂森克虏伯（重庆）汽车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宝列说，过去生产线
工人较多，很容易造成人员扎堆。

作为生产汽车用钢的制造企业，自2

月中旬复产以来，该公司的钢材镀锌加工
环节已由以前1人操作1台设备，升级为
1人操作整条生产线，减轻了企业防疫压
力。

在重庆电子产业“主战场”的西永微
电园和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英业达、惠普、
纬创、翊宝等多家智能电子终端生产企业
自2月中旬以来也已相继复工。通过实
施智能化改造，这些企业生产效率得到提
高，特别是通过推进柔性自动化生产线，
减少了对人工的依赖，企业在复产后很快
恢复正常运营。

机器人在复工复产中优势尽显

用好大数据信息技术，让企业在复产
的同时做好疫情防控，是重庆企业复工复
产的另一亮点。

重庆恒伟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客
户部员工李梅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她每个
工作日上午8点半抵达位于渝北空港园
区的公司大楼后，都会在手机上完成当天
的“早课”——点击企业微信“员工报平
安”程序，由系统自动读取位置定位，再点

击确认身体状况、体温、行动轨迹及外出
情况。不到9点，在该公司后台管理系统
中，全公司500多名员工的“动态轨迹”都
会全部完成上传。

“复工至今，所有员工必须每天打卡，
及时上报活动轨迹和健康信息。”恒伟林
汽车公司负责人说，利用大数据手段，公
司能够及时掌握每名员工的“动态轨迹”，
不仅便于开展疫情排查、管控，也为企业
做好疫情管控、加快复工复产提供了参
考。

随着企业陆续有序复工复产，每天打
卡报平安，远程平台云办公等成为不少企
业的“日常作业”。

“大家都到齐了，开始今天的会议。”
自2月中旬复产以来，每天上午10点半，
重庆天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IT课长李明

洋，都会与部门员工进行视频会议。
受疫情影响，天实精工部分员工无法

按时返岗，于是大家通过大数据平台以远
程办公的方式“复工”。

“疫情期间人员不能扎堆，我们可以
在大数据平台随时拉起音视频会议，非
常高效。”李明洋说，以往大数据线上办
公平台只是作为辅助功能进行使用，疫
情暴发后，操作使用“远程办公”成为了
企业员工的必备技能，避免了人与人之
间的直接接触，让高效安全在线办公成
为可能。

员工春节期间去过哪些地方？有无
感染风险？如果用传统的信函、电话等方
法进行统计调查，不仅效率低还不够精
确。

为此，重庆高新区建立大数据管理平

台，让辖区内近千家企业、逾4万名员工
在手机上填报、在线提交，从而高效准确
掌握企业和员工的“动态轨迹”。

“不仅企业可通过平台及时提交复产
申请，员工也可通过平台提交活动轨迹等
信息，让企业在线就能够掌握员工基本情
况，提高了复产复工申请效率和疫情防控
保障。”入驻重庆高新区的杰斯比塑料有
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负责人易康说。

将大数据技术“派上用场”的还有江
北区，他们联合中国移动重庆公司为复工
企业制作“防疫复工申报服务平台”，加快
复工复产进程。

特别是2月下旬“渝康码”上线后，作
为市民健康出行、企业员工返岗的通行凭
证，为企业有序复工和全市战“疫”提供了
大数据信息化保障。

为有序复工和战“疫”提供信息化保障

截至去年底，全市集聚各类工业
互联网服务企业81家，为4.7万家
本地企业提供“上云、上平台”服务

2019年，全市企业运用大数
据“上云”效果显著，“上云”比例和
整 合 水 平 分 别 达 到 85.7% 、
50.7%，“上云”水平和信息系统整
合率全国领先

截至去年底，重庆共实施1280
个智能化改造项目，认定115个数
字化车间和25个智能工厂

智能化改造

大数据技术

工业互联网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强调，重庆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扭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
突出的位置，加快构建市场竞争力强、可持续的现代产业体系。

欲致其高，必丰其基。

过去一年里，重庆“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努力谋划
推动自身发展，传统产业加速转型升级，以“芯屏器核网”为代表的智能
产业异军突起，全力打造“智造重镇”“智慧名城”，经济发展新动能不断
增强。

资料来源：市经信委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工业投资增长

7%，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2%，

同比增长5.7%，高于全国平均0.5个

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

分别增长12.6%、11.6%，增加值分别占全

市规上工业比重为19.2%、25%

“芯屏器核网”产业加速补链成群，销售收入增长14%

新培育“专精特新”

企业200家，“小巨人企

业”20家，“隐形冠军”企

业10家

实施1250个智能化改造项目，新建100个数

字化车间和10个智能工厂

2019年全市工业经济运行数据

2020年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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