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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圆桌会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简称“市经信委”）党组书记、主任陈金山说，重庆
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促进智能产业、智能制造、智慧城市协同发
展，集中力量建设“智造重镇”“智慧名城”，将着力
抓好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夯实融合发展的产业基础，加速推进集

成电路、新型显示、智能终端、网络通信及网络安
全产品、软件信息服务业发展。如集成电路方面，
聚焦工业芯片、驱动芯片、MEMS传感器，引进培
育芯片设计企业，抓好先进工艺、特色工艺晶圆线
建设，发展先进封装工艺，完善原材料配套体系，
建设完整产业链条。

二是提升融合发展的智造水平，纵深推进

智能制造工程，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加
速中小企业“上云上平台”，大力发展服务型
制造，突出智能制造和制造智能，以智能制造
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
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
变。

三是增强融合发展的技术支撑，加快数字化
转型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研发应用，英特尔FP-
GA等高端研究机构落户重庆，建成集成电路特
色工艺及封装测试和工业大数据市级制造业创新
中心等，加速推进技术研发创新，培育新型研发机
构，深化创新开放合作。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经信委党组书记、主任陈金山：

提升融合发展的智造水平

5 月 24 日，参加重庆代表团“云”

记者会的4位全国人大代表，围绕“智

造重镇”“智慧名城”建设讲思路、谈打

算。大家表示，将坚定不移把大数据

智能化发展作为战略选择，加快数字

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智造重镇”

“智慧名城”，更好地用智能化为经济

赋能、为生活添彩。

让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

重庆加快建设“智造重镇”“智慧名城”

“重庆正加速建设‘云联数算用’要素集群，共
同支撑‘智慧名城’建设。”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
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重庆市
委网信办副主任（兼）杨帆说。

她介绍，围绕“智慧名城”建设，重庆今年将
聚焦“云联数算用”攻坚突破，大力推进“云化名
城”“网络名城”“数字名城”“算能名城”“应用名

城”建设。
推动“云化名城”建设，建成数字重庆“云”平

台，基本完成政务信息系统迁移“上云”。推动“网
络名城”建设，新建5G基站3万个，中新国际数据
通道新开通 1000M带宽、新培育通道用户 50
家。推动“数字名城”建设，完成4个基础数据库、
60个以上部门数据资源池、5个以上主题数据库

在城市大数据资源中心集中部署等，深入推进成
渝地区政务数据资源共享互通。推动“算能名城”
建设，建设智能中枢核心能力平台，统一提供共性
技术、业务协同能力组件200个；建成中新互联互
通超算中心，形成每秒3亿亿次级浮点运算能
力。推动“应用名城”建设，在政府管理、公共服
务、社会治理等领域开展应用示范，打造30个典
型智能化应用场景。

杨帆说，力争到2022年，全市分级分类推进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取得重大成效，成为特色鲜明、
创新引领的大数据智能化应用示范城市，步入全
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第一方阵。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杨帆：

加速建设“云联数算用”要素集群

“我们将完善大数据智能化领域的布局，加强
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与应用。”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长安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朱华荣表示，长安
汽车将把握数字化、网联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探

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增长路径。
朱华荣介绍，长安汽车在智能产品、智能管

理、智能制造等方面长期深耕，与相关行业龙头打
造了智能化“顶级朋友圈”，现已掌握200余项核
心技术，100余项智慧产品和服务走进用户生活，

特别是在自动驾驶领域，更走在了行业前列。在
智能管理上，长安汽车已建立CA-DDM大数据
运营平台，实现全球业务数字化管理。在智能制
造方面，长安汽车成为中国汽车行业首家“国家智
能制造示范企业”，生产线整体自动化率达60%。

朱华荣说，作为科技创新型企业，长安汽车坚
持将效率和软件能力打造为核心竞争力，加快由
硬件向软件能力转型。聚焦资源，掌握智能化软
硬件集成技术。整合科技企业、互联网公司、跨界
企业等优势资源，加速智能化产业发展。加快建
设智能工厂，实现大批量个性化定制，达到智能制
造引领级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朱华荣：

加快向智能出行科技公司转型

全国人大代表、猪八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明跃认为，加快建设“智造重镇”“智慧名城”，既
要招揽天下人才为我所用，也要推动重庆人才服
务全国大局，厚植人才发展沃土，形成数字经济

“智力引擎”。
他认为，重庆应着力打造西部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技术服务的高端综合平台、数字人才培养公

共服务平台等，为“智造重镇”“智慧名城”建设注
入澎湃动力。

朱明跃说，重庆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在大数
据、智能化创新环境建设方面也极具优势。在加
快建设“智造重镇”“智慧名城”过程中，重庆提出
要壮大“芯屏器核网”全产业链、建设“云联数算
用”要素集群、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

发展，这些都离不开产业生态的繁荣，更离不开人
才的保障。

朱明跃建议，重庆要构建共建共享的数字
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重
点探索数字产业集聚发展模式；着力打造西部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技术服务的高端综合平台、
数字人才培养公共服务平台，使重庆成为国际
国内高端创新要素的“集散地”；整合数字人才
服务能力，发挥重点企业的人才资源优化配置
载体作用，让政府和平台形成合力，充分释放人
才在推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方面的关键
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猪八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明跃：

广揽人才打造“智力引擎”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重庆日报全媒体
记者巨建兵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夏元

路灯坏了、井盖丢了、公路
积水了……在城市管理中一旦
出现这些问题，如何及早发现
处理?

以前，这只能靠人员巡查或
市民提供线索，很难在第一时间
解决；现在，通过江北区智慧城
市运营管理中心及时发布指令，
半小时内工作人员即可赶到现
场处理。

这是“智慧大脑”在起作
用——位于江北嘴科技金融中
心的江北区智慧城市运营管理
中心内，有一块70平方米的视
频监控显示屏，实时显示辖区内
各类城市管理动态。

这个去年10月建成投用的
管理中心，被称为江北区城市管
理“智慧大脑”。

“靠这个‘大脑’，我们在环
卫、停车、路灯管理等多个城市
管理领域，都实现了智能管
理。”江北区智慧城市运营管理
中心负责人曾卿华介绍，目前
江北在辖区内洒水车、桥梁、路
灯等市政设施设备上，部分或
全部安装了传感器等大数据设
备，它们成为城市的“眼睛”“耳
朵”，并通过连接智慧城市运营
管理中心进行实时监管，让城
市管理更加“智慧”。

曾卿华表示，江北区智慧城
市运营管理中心呈“1322”架
构，即由一个大数据中心、三个
管理运营平台、两个支撑平台和
两个辅助平台构成。其中，大
数据中心通过共享跨行业城市
综合数据，依靠城市管理“建
设、运行、健康”三类指数的建
模及智能分析，为该区城市管
理提供智能化赋能。

“智慧大脑”
管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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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本朝

今年全国两会开得晚，时
间短，但精华一点都没少。

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
作报告，非常简短、朴实无华，
有思想、有办法。让我感受最
深的是两个关键词：“务实奋
进”和“共克时艰”。当今世界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发
展会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
挑战。但我们拥有独特的政
治和制度优势，有巨大的市场
潜力，有攻坚克难的精气神，

这是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坚
强保证，未来的中国依然会是
阳光灿烂。

在危机里发现新机，在
变局中创造新局，这是辩证
法的精髓。我们要保持发展
的定力，主动作为，大胆作
为，把当前形势之危转化为
发展之机，不断增强发展的
新动力。一个国家也好，个
人也好，在前进的征途中，
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
坎坷和挫折。面对坎坷和
挫折，我们唯有迎难而上，用
信心、勇气和智慧战胜之。

我们坚信中国的发展依然充
满希望。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农工党中央委员、西南大学文
学院院长）

危机变新机

两会走笔

□单士兵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
开新局。”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
经济界委员时，明确提出这一要求。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国际上
诸多不确定性，中国经济遇到了一些
难题，就业形势也比较严峻。越是在
这种时候，越要充满信心，越要善于把
握机会。“育新机”“开新局”，这两个

“新”，就是危中寻机、化危为机的方法
论。

“危”和“机”本来就是同生共存，
克服了“危”才能迎来“机”，把握住

“机”才能摆脱“危”。事实上，新冠肺
炎疫情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的
潜力和韧性，并带来了“新就业形
态”，使百姓有了更多灵活就业和增
收机会。

最新数据显示，从今年1月20日到
目前，美团外卖骑手已增加近100万人；
阅文集团日前发布一季度全国网络文
学生产及消费情况，今年一季度新增作
者33万人，仅阅文平台作者人数就达
800多万，网文行业成为年轻人重要创
收渠道之一；还有当前火热的直播带
货，也带来很多就业机会，为促进地方
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这一切，
都在提醒人们要善于把握机会，积极适

应和投入新兴行业领域。
每一种新业态新模式的背后，都

有着深刻的市场逻辑。做外卖骑手，
这个巨大的新就业机会，就是由数字
经济和平台经济发展、线上线下业态
融合发展所带来的；当网文作者，拓宽
了文化就业渠道，丰富了文化消费内
容 ，让 文 化 民 生 转 化 为“ 现 实 福
利”——“育新机”“开新局”，正在不断
激发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活力。

当前，全国上下都在集中精力抓
“六稳”“六保”，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保
就业”“保民生”。只有学好用好总书
记关于“危与机”的辩证法和方法论，
顺势而为、补齐短板，才能不断发现机
会、把握机会，适应“新就业形态”，塑
造“新就业心态”，拿出“新就业状态”，
通过努力奋斗不断破除经济不利影
响，迎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育新机”和“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