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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爱农 夏元

“最近两月，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排队拉
货，成了厂门口一道新的风景线。”

6月23日上午9点，两江新区礼嘉一条
宽阔的马路边，几辆载重大货车在中国船舶
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海
装”）大门前排起长龙。这道大门很宽，专供
大货车通行。

“它们是冲着我们的‘明星’来的！”中
国海装合规运营处处长肖杰兴奋地说，近
几个月以来，2.5兆瓦、5兆瓦风电机组等多
款“明星”产品供不应求，重庆基地产销两
旺，1-5月实现产值6.2亿元，同比增长3倍
以上，“预计6月即可达到去年全年的营业
收入。”

在中国海装等一批龙头企业带动下，我
市装备制造业正稳步复苏。来自市经信委的
数据显示，1-5月，全市装备工业总产值达到
685.37亿元；其中，5月实现产值178亿元，
同比增长11.5%。

龙头企业：
布局大数据智能化，效果显现

中国海装又要招人了——6月15日，中
国海装董事、党委副书记孔令勇在重庆大学
组织了一场招聘面试，“以后每个月，我们都

会有一场招聘活动。”
据悉，中国海装今年将新招149名研发

人员、20多名销售人才及一批技术工人。
中国海装是央企中国船舶集团在重庆高

端装备制造领域下的一步“先手棋”，在该企
业带动下，重庆一跃成为全国重要的风电产

业基地。
“趁着好形势、抓住新机遇、补充新力量，

加快创新发展和智能化提档升级步伐，正当
其时。”孔令勇说。

当日，在中国海装的组装车间，智能机器
人挥舞着“手臂”，为硕大的风电机组拧螺栓，
动作既有力又灵活。

拧螺栓这道工序，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
考功夫：风电机组属大型设备，每颗螺栓长三
四十厘米、重十几公斤，拧紧它们，是个力气
活；同时，风电机组对精度的要求特别高，拧
各个方向上的螺栓须步调一致、力度均匀，不
然会导致设备提前磨损和“疲劳”，所以这又
是个精细活。

以前，拧这100多颗大螺栓，需要多名熟
练工使用液压扳手同时操作，耗时两小时以
上。

如今，这项工作由名为“偏航轴承拧螺栓
智能系统”的机器人来干，同样的活儿，40分
钟就完成了，且完成质量更高——激光自动
识别、系统智能校准每颗螺栓的位置，何时发
力、力度多大，均由系统智能判断，由机械臂
操作；同时，拧紧每颗螺栓的过程都被记录下
来以供追溯，并形成大数据，为以后的智能化
生产提供参考。

（下转4版）

大数据智能化助力“重庆装备”提质增效
——中国海装重庆基地1-5月产值同比增长超3倍的背后

◆我们的节日·端午◆

□本报记者 龙丹梅

这段时间，璧山大事喜事连连——
6月16日，璧山区委十四届九次全会安排

部署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璧山）建
设，作出“全力打造主城都市区‘迎客厅’”决定；

6月18日，作为重庆产教融合生态区（大
学城西区）首个入驻项目，重庆中医药学院动工
开建；与此同时，西部（重庆）科技创新小镇、西
部（国际）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区同步开建；

6月19日，西部（重庆）科学城璧山片区
重大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27个签约项目
总投资额达177亿元，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
产值236亿元……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推进、
“百万级中心城区人口城市”的打造，璧山新一
轮跨越发展其势已成、其时已至。如何将此势
能转化为发展动能？璧山的选择是：创新。

穿山引流 构建大学城创新生态区
打造主城都市区“迎客厅”，璧山自有独

特的区位、空间、生态、交通优势，但也有其短
板弱项，具体表现为经济总量不大，产业结构
不合理，传统制造业亟须转型升级等。长期
以来，制约区县经济发展主要有两个因素，一
是招商引资难，二是企业生命周期短。

“说到底，还是科技创新供给不足，产业
生成能力不强。”璧山区委主要负责人说，从
这个角度看，“迎客厅”要迎的第一批客人，就
是创新人才，“大学城有大量的人才、科研资
源，只是缺少成果转化所需的产业生态，像个

‘堰塞湖’。我们要做的就是‘穿’过缙云山，
把这些资源引过来。”

规划面积20平方公里的重庆产教融合
生态区（大学城西区），正是这一引流计划的
核心承载平台。通过建设凉亭关隧道，今后
这里将与大学城东区直接相连，同时引进一
批应用研究型本科高校和职业教育院校，发
展职业教育培训、人力资源服务等关联业态。

与之呼应的，是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的西部（国际）数字
经济产业生态区，和规划面积15平方公里的西部（重庆）科技
创新小镇。前者将发展数字文化创意、信息安全、软件服务外
包等产业，后者将发展科技研发、成果转移转化、创业孵化、科
技金融、知识产权交易、商务服务等。另外，总体量30多万平
方米的大学城（璧山）科技创新生态社区即将正式投用，主要入
驻各类专业技术研究院、实验室、中试平台、人才培训基地等。

作为大学城创新生态区的重要构成要素，西部（重庆）科学
城璧山片区正编制规划，未来将形成“一廊四组团”空间格局。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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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6月24日，中石化永川双石智
慧油库实现首车发油，这是永川输油站的配套下载库正式投
用——而就在两天前，6月22日，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南
分公司永川输油站也投入运营，两大“硬件”的建成投用将更
好保障川渝地区的油品供应。

“永川输油站和双石智慧油库的投运，对稳定重庆西部成
品油市场、推动川渝成品油供应及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中石化销售华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永川输油站是重庆市江津区至四川省简阳市成品油管道
的中间站场。“该项目的投产，将打破西南地区成品油市场长
期依靠长江航道运输的‘瓶颈’。”该负责人表示，相对于长江
航道船舶运输，管道运输风险低、受气候影响小，运输更稳定。

作为川渝成品油管道的配套下载库，双石智慧油库主要
服务于主城都市区的成品油市场，并将辐射四川、贵州等地的
成品油市场。双石智慧油库实现了液位仪自动计量、一卡通
定量发油、现场安全感应提示、周界侵入报警、油品质量指标
智能检测等功能，比传统油库更加“智慧”。

重庆永川输油站、
双石智慧油库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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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6月25日，据市气象台预计，26
日白天我市大部以晴天为主，但从夜间起，全市范围将迎新一
轮强降水，长江沿线以北地区局地有大暴雨。未来24小时，
秀山、彭水、黔江、武隆、南川、万盛、綦江、石柱、涪陵、江津和
巴南部分地区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酉阳部分地区地质
灾害气象风险较高。

今夜将迎新一轮强降雨
部分地区有地质灾害风险

①①

本报讯 打糍粑、包粽子、划龙舟、
逛古镇……6月25日，端午假期首日，
我市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
让市民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

6月25日，涪陵区红酒小镇景区举
办了“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文艺
演出、古玩集市、端午专题脱贫集市、趣
味游园等活动，让游客不仅能观看表演，
还能体验打糍粑、画额、投壶、包粽子、旱
地赛龙舟等民俗项目。

为期三天的大足首届小龙虾节暨
五彩水果采摘季在铁山镇举行，活动现
场热闹非凡，麻辣、五香、清蒸等各种口
味的小龙虾一字排开，铺出一道道“美
食景观”。活动吸引了20万人现场吃
虾摘果、云上秒杀精品好货。

当日，黔江区小南海镇土家十三寨
举办了“粽情重义十三寨”民俗表演活
动，为游客送上了丰盛的民族文化大
餐；酉阳龚滩古镇推出“吃粽子、品非
遗、赏民俗”主题活动，展演国家级和
市级非遗项目，让游客体验传统民俗文
化、乐享假期；磁器口古镇也迎来了大
批市民和外地游客,大家兴致勃勃地听
川戏、逛古街、品美食,玩得不亦乐乎
……

“党的政策好，我们也要加把劲，争
取把日子过得像粽子一样香甜！”6月25
日，渝北区玉峰山镇龙门村一户院坝里
飘出粽香和笑声，这是村民李兴国一家
在“新房”里热闹过端午。端午节前夕，
玉峰山镇龙门村对179户C级危旧房户
进行了危旧房整治验收，居民们纷纷搬
进了“新家”过端午。

（记者 韩毅 汤艳娟 张莎）

粽叶飘香
端午情浓

我市端午活动丰富多彩

图①：6 月 25 日，万盛经开区黑山
之巅的梦幻奥陶纪主题公园，惊险刺
激、步步惊心的云端廊桥，吸引了众多
游客体验。

特约摄影 曹永龙/视觉重庆
图②：6月25日，涪陵区美心红酒小

镇景区，游客参加木板鞋龙舟趣味赛。
通讯员 何乾健 摄/视觉重庆

图③：6月25日，黔江区小南海镇土
家十三寨，小朋友学跳竹竿舞。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图④：6 月 25 日，彭水县蚩尤九黎

城景区推出苗族传统婚俗展演等，吸引
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特约摄影 赵勇/视觉重庆

就旅荷大熊猫喜诞幼崽

习 近 平 和 夫 人 彭 丽 媛 同 荷 兰 国 王
威廉-亚历山大和王后马克西玛互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今年5月，旅居荷兰的大熊猫
“武雯”喜诞幼崽。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荷
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和王后马克西玛就此互致贺信。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贺信中表示，熊猫幼崽是中荷友谊
的美好结晶，是双方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的重要成
果，值得庆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荷两国政府和人
民互施援手，书写了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友好佳话。中方
高度重视中荷关系发展，愿同荷方一道努力，化挑战为机

遇，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双边交往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
新台阶。

威廉-亚历山大和马克西玛在贺信中表示，大熊猫幼崽诞
生让我们感到欢欣鼓舞，新生命是荷中关系成果丰硕的象征，
也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了贡献。荷方高度重视两国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合作。世界各国唯有团结协作，才能战胜这
场全球危机。荷中关系基础牢固，荷方愿继续同中方携手应
对疫情影响，早日恢复双边正常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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