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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数字重庆云平
台，完成政务信息系统迁
移上云，市级、区县信息
系 统 整 合 率 分 别 达 到

75%、50%

云 联 加大新基建力度，包括加快建设中新
互联互通超算中心，5G基站建设，中新国
际数据通道新开通1000M带宽、新培育通

道用户50家，两江云计算数据中心服务

器运营支撑能力突破30万台等

打造智能中枢核心能力
平台，统一提供共性技术、业

务协同能力组件200个

数 建成城市大数据资源中心，完成4
个基础数据库、60个以上部门数据资

源池、5个以上主题数据库集中部署；

推动政务数据集中汇聚，市级共享数据

突破3500类

用尽快建成投用新型智慧城
市运行管理中心，在政府管理、
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形成

30个典型智能化应用场景，培

育大数据智能化企业10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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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激活数据新要素？
这是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

重庆日报：激活数据新要素、深度挖
掘数据价值，对于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有何
助力？

杨帆：促进数据要素高效流动与融合
应用，既是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环
节，也是重庆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试验区的重要目标。特别是当前面临疫
情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我们更需加快建设
城市大数据资源中心，加快数据治理步
伐，为推动数据大集中、大融合营造更好
的平台和载体。

同时，我们要着眼数据“聚、通、用”，
深度挖掘数据、利用数据。此前，重庆成
为国家“数据长城”计划推出后的首个区
域性行动计划试点地，并推动了西南数据
治理联盟在渝落户。这有助于重庆建立
政企协同的数据融合创新机制，建立科学
安全的数据治理体系，促进以数据为基础
的线上业态、线上服务和线上管理发展；
而且，这些举措有助于重庆更好地对接国
家资源，整合西南及相关区域的大数据企
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资源，共同探索以
数据要素为纽带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从而让数据更好地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

万晓榆：发展数字经济离不开海量的
数据，它正在深刻改变生产方式和要素配
置方式。

重庆在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迫切需要激活新要素、探索其高效配置机

制，同时积极培育新动能，着力壮大数字
经济生产力，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构建数字经
济新型生产关系，通过建设一批“新基建”
设施，比如布局数据中心、电子证照、信用
体系、5G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推动国
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宽带扩容等，建设
数字经济新型基础设施，不断强化数字经
济的发展基础。

孙阳：数字经济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
为基础，以海量数据的互联和应用为核
心，将数据资源融入产业创新和升级各个
环节的新经济形态。

相比其他生产要素，数据资源具有可
复制、可共享等特性，是数字经济发展的
关键生产要素和重要资源。作为一家扎
根重庆的数字经济企业，由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设立的重庆工业大数据创新中心有
限公司，目前已推动近1000家渝企“上
云”，连接了数千台工业设备，接下来企业
将继续深度参与重庆数字经济发展。

如何深化大数据的创新应用？
加快各类数据资源集聚，加快与

实体经济融合

重庆日报：大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
素，该如何深化其创新应用，促进顺畅流
通和开放共享？

杨帆：大数据应用的前提是数据集
聚，数据规模越大，应用价值就越高，要加
快集聚各类数据资源，将数据的数量优势
转变为数字经济发展优势。

目前，我市已经在全国率先实现“国
家-市-区县”三级政务数据共享体系全

覆盖，去年我市全面实施“云长制”，有效
促进了跨区域、跨领域的数据互通共享。
不过，目前我市仍存在数据共享优质资源
不多、数据容量小、更新频率不高等短板，
数据开放共享还有不少提高的空间，为
此，我们须进一步健全“云长制”，加快建
立公共数据有序开放体制机制，推动普惠
金融、交通出行、医疗健康、文化旅游等社
会需求强烈领域的数据开放，着力建设数
据聚集洼地、数据利用高地，促进数据产
生更大社会价值、经济价值。

孙阳：制造业是实体经济主体，也是
大数据的核心应用领域，深化大数据创新
应用，推动数据流通和开放共享，对制造
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企业属性，我认为，在推进工业
大数据应用过程中，尤其须抓好工业大数
据标准化制订，并健全安全体制机制，应
将工业大数据安全纳入信息安全范畴，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国内工业大数据应
用安全风险评估模型，建立应对数据泄露
等安全风险的相关预案，也要不断引导企
业需求，推进企业之间的信息交互、共享
和集成，充分发挥数据融合的应用价值。

接下来将在哪些方面发力？
聚焦“云联数算用”，打造产业集群

重庆日报：围绕数据应用推动数字经
济发展，我们接下来应做好哪些工作？

杨帆：今年，我们将聚焦“云联数算
用”要素集群攻坚突破，助力国家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在“云”方面，我市将建成数字重庆云
平台，完成政务信息系统迁移上云，市级、

区县信息系统整合率分别达到 75%、
50%。

在“联”方面，则将加大新基建力度，
包括加快建设中新互联互通超算中心，
5G基站建设，中新国际数据通道新开通
1000M带宽、新培育通道用户50家，两
江云计算数据中心服务器运营支撑能力
突破30万台等。

“数”方面，我市将建成城市大数据资
源中心，完成4个基础数据库、60个以上
部门数据资源池、5个以上主题数据库集
中部署;推动政务数据集中汇聚，市级共
享数据突破3500类。

“算”方面，我市将打造智能中枢核心
能力平台，统一提供共性技术、业务协同
能力组件200个。

“用”方面，我市将尽快建成投用新型
智慧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在政府管理、公
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形成30个典型
智能化应用场景，培育大数据智能化企业
1000家。

另外，目前我们正联合四川省大数据
分管部门，从跨区域数据共享、业务协同、
智慧城市建设、新基建等方面，合作共建
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为服务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贡献大数据力量。

万晓榆：作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试验区之一，重庆应持续建设一批数字经
济园区，并多渠道全方位培育大数据人
才，从而形成能够承接国家数字经济战略
布局的承接平台和人才队伍。

同时，政府部门还应积极引导企业开
展研发与制造、智能化生产与服务、产业
配套协作、应用场景培育等，构建数字经
济产业集群。

6月22日，重庆市发展数字经济推
进大会召开。大会提出，要激活新要素，
着眼“聚、通、用”，推动数据高效集聚，加
强数据处理加工，促进数据顺畅融通，推
进数据开放共享，深度挖掘数据价值。

对此，重庆日报记者邀请市大数据
应用发展局、企业相关负责人及数字经
济领域的专家进行了探讨。

核 心 提 示

圆桌会

主持人：
本报记者 付爱农 夏元
嘉宾：
市大数据应用发展局副局长 杨帆
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博士生导师、教授 万晓榆
重庆工业大数据创新中心
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部长 孙阳

激活新要素 让“数据流”变成“价值流”

哪个年龄段的消费者是购买麻
花的主力？哪款麻花卖得最火？在
掌握了这些消费大数据后，重庆土特
产“陈麻花”今年以来的线上订单量
同比增长了30%。

“以前我们常年生产固定口味的
麻花，工厂生产多少门店就卖多少，
因此产品库存压力较大。”磁器口陈
麻花食品公司总经理杨学武说，利用
大数据给消费者群体“画像”，企业及
时掌握了消费市场需求，并据此引导
生产，产、销形成无缝对接。

何谓大数据“画像”？简言之，就

是通过数据采集分析，弄清谁在购买
麻花、口味偏好如何、哪种口味的麻
花在哪些地区卖得最好，等等。

为此，“陈麻花”通过与工业互联
网平台合作，运用大数据技术，精准
分析销售订单、梳理最受市场欢迎的
产品、及时统计工厂库存产品量等，
并以此匹配生产销售各环节，实施

“以销定产”，提升了产销流转效率。
自2月中旬“陈麻花”恢复线上

发货以来，线上订单量大幅增长，目
前“陈麻花”线上、线下业务占比，已
由此前的2∶8变为5∶5。

给消费者“画像”“陈麻花”线上订单增三成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6月
2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科技局
了解到，日前由重庆生产力促进中
心主办、西南大学柑桔研究所和重
庆市科技特派员协会承办的重庆
科技特派员网络公开课（简称“科
特派网课”）中，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研究员张美勇以《核桃良种与优质
丰产栽培技术》为题，为广大涉农
观众上了一堂网课。作为渝鲁科
技扶贫协作示范的重要内容之一，
这也是山东专家首次亮相“科特派
网课”。

渝鲁科技扶贫协作主要开展科
技研发计划设立、扶贫适用技术转
化、科研院所结对共建、科技扶贫培
训、科技人才支援交流和网络扶贫
协作六个方面工作，旨在实现精准
对接、精准施策、精准发力，以高质
量协作助推重庆打赢打好脱贫攻坚
战。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农业生
产面临严峻挑战。今年3月，“科特

派网课”正式开课，每周二晚上8∶
30，邀请“实战”经验丰富、讲课生动
有趣的科技特派员针对产业关键技
术难题开展线上直播，科技特派员

“变身”主播，通过线上的方式服务
农业生产。

在此次山东专家“首秀”中，张
美勇从核桃良种介绍、核桃建园技
术和低产低效核桃园改造三个方面
进行了讲解。直播结束后，他还就
雌雄花期如何考虑授粉、重庆地区
适合的核桃品种、核桃早期病害防
治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在线互动答
疑，吸引了3000余名涉农观众收看
和参与互动。

为进一步深化鲁渝科技扶贫协
作，根据课程安排，接下来，“科特派
网课”还将邀请山东专家开播“科特
派网课”，围绕设施蔬菜栽培、食用
菌栽培、山羊健康养殖等主题，面向
合作社、种植大户、贫困村技术能手
等服务对象直播农业科技先进知
识，指导农业生产。

渝鲁科技扶贫协作示范推出新方式

“科特派网课”请来山东专家当主播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实习生
苏畅）重点项目建设是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的有力举措。6月
28日，南川区举行第二季度重点项目集
中开工暨竣工投产仪式，一次性开工30
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达113亿元，竣工
投产10个重点项目，预计年产值超过
20亿元。

在此次开竣工项目中，新材料新能
源项目是重中之重。

例如，新开工的30个重点项目中，
投资额最大的为鸿路（南川）绿色建筑产
业园（三期）项目，该项目占地600亩，投
资20亿元，将建设物流配套基地，成立
装配式建筑开发公司等，项目投产后，年
产值不低于15亿元；

现代装配式建筑产业园项目，投资
额也达到15亿元，将建设PC智能生产
线，建成后年产20万平方米以上装配式
建筑，项目全部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20
亿元，解决就业500个；

页岩气开采是南川乃至全市的重要
工业项目之一，这次开工的项目中，相关
企业将投资4亿元，实施8个勘探开发平
台建设，进一步扩大南川页岩气勘探开
采的规模。

与此同时，南川区以项目为抓手，大
力推动大健康产业集聚区建设，本次开
工的山语涧·康养旅游小镇项目，投资25
亿元，项目竣工后将进一步增强和夯实
南川区康养服务体系，为建设都市后花
园增加内涵。

竣工的10个项目也是如此：鸿路
（南川）绿色建筑产业园（二期）项目形成
了年产15万吨钢结构产品的生产能力，
可实现年产值10亿元；金属表面处理项

目建成了年产金属表面处理水剂200
吨、粉剂1300吨生产线，可实现年产值
5000万元。

南川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该
区“重点项目建设增效年”，南川将开足
马力、抢抓工期，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
中的问题，提供道路运输、市政配套、水
电接入等要素保障，确保项目建设早见
成效，确保实现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以上的目标。

南川区举行二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竣工仪式

一批新材料新能源及康养项目开工投产

本报讯 （记者 张莎）6月28日，
渝北区2020年二季度重大招商项目集
中开工活动在创新经济走廊建成区举
行，主要涉及大型综合商业体、高端环保
智能制造、综合物流服务、服装生产、食
品加工、汽车等领域的13个重大招商项
目，计划总投资148.45亿元，预计达产后
年产值143.6亿元。

记者了解到，此次开工的居然之家
“智能家居艺术小镇”占地面积629亩，
建筑面积约90万平方米，不仅涵盖了旗

舰店集群、专业卖场、设计创意、基材批
发等主业，还将打造主题商业、商业会
展、商务办公、智慧物流、金融服务、跨境
电商、数码智能、餐饮娱乐、体育健身、居
家养老等多种综合性业态。

“智能家居艺术小镇”这一项目是居
然之家主动从“大家居”向“大消费”转型
升级而进行的商业模式创新，是传统家
居建材MALL的“升级版”，可让消费者
在享受家居服务的同时，也可体验餐饮、

院线、健身等“大消费”业态。
该项目总投资100亿元，将于2022

年建成开园，预计实现年营业额50亿
元，带动就业约1万人。此外，居然之家
西南片区的总部基地也将入驻“小镇”。

渝北区二季度重大招商项目集中开工

占地629亩“智能家居艺术小镇”2022年亮相

大数据应用·案例>>

激活数据新要素、挖掘大数据
价值，我国最大的专业变速器生产
企业之一——重庆青山工业有限公
司在制造业领域也已展开深度应
用。

记者日前在青山工业的物流车
间看到，一批即将出厂的变速器正
井然有序地等待扫码“归档”。每个
变速器，起码有上百个零部件，每个
零部件、每次扫码，都将产生一批数

据——由此形成了“高含金量”的大
数据流。

“同时，在全公司各实验室、各生
产车间，我们也在不停地积累数据。
全流程所产生的大数据，经过综合、
比对、分析后，将产生巨大的价值。”
青山工业传动系统研究院副院长彭
天河说，目前，青山工业的“数据云”
正不断成形并投入应用。

（本组稿件由记者夏元采写）

瞄准“高含金量” 变速器出厂要扫码归档

在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忽米网等一批数字经
济企业深度参与并挖掘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数
据价值，逐渐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图为忽米网工作人员在展示“智慧车间”运
行模式。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20202020：：重庆将聚焦重庆将聚焦““云联数算用云联数算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资料来源：市大数据应用发展局 制图/李梦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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