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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召开的重庆市发展数字经
济推进大会提出，要围绕数字经济
开放合作、法治化标准化、安全管
理、监管服务抓改革创新，激发市
场主体创新潜能。面对这一系列课
题，重庆有关部门、机构和企业将
如何谋划？

对此，本报记者邀请相关部门
及企业负责人进行了探讨。

核 心 提 示

圆桌会

主持人：
本报记者 白麟 杨骏
嘉宾：
市商务委主任 张智奎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戴 明
两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王志杰
猪八戒网副总裁 龙 梅

加快数字经济改革创新，重
庆大有可为

重庆日报：围绕数字经济改革创新，重庆的
提升空间和工作重点在哪里？

张智奎：重庆市发展数字经济推进大会指
出，要围绕数字经济开放合作抓改革创新。当
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市经济提质增效、产
业转型升级、消费持续回暖的新动能、“新蓝
海”，以数字经济赋能商务高质量发展，将是未
来商务工作重要的改革方向。

我们将围绕三个方面加强数字经济改革创
新：一是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国内合作，依托
智博会、西洽会等国家级开放平台，纵深推进数
字经济领域开放合作；二是全方位推进服务业
扩大开放，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服务
业开放体系，着力发展数字贸易，探索自贸区跨
境数据安全流动模式，推动互联网和信息服务、
运输服务、金融服务、文化旅游、医疗大健康、会
展商务等重点领域扩大开放，持续增强服务业
发展动能和国际竞争力；三是积极促进数字经
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推动生活性服务
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大力推广电子商务、在线
教育、在线医疗、跨境电商等线上消费、线上生
活服务新业态。

王志杰：打造“智慧之城”，是市委、市政府
对两江新区的新定位。加快数字经济开放合作
抓改革创新，是两江新区打造“智慧之城”的重
要方式。

具体而言，我们要加快提升数字经济创新
平台能级，充分利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
双创示范基地、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
地等平台，加快智能产业和智能制造集聚发
展。要发挥两江协同创新区等重点平台引领作
用，加快优质创新资源集聚，增强数字经济原发

性创新、产业共性技术攻关和专业化服务能力，
抓好场景化落实，统筹推动“智慧+”各领域。

同时，两江新区还要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
业数字化。依托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
用通道、云计算中心等挖掘大数据价值，加快推
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补齐新型基
础设施短板，加快5G、工业互联网、区块链、车
联网等新基建进度。

戴明：信用是数字经济各领域改革创新最
重要的保障之一，信用经济也是数字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围绕数字经济法治化，重庆需要
加快《重庆市社会信用条例》立法进程，配套出
台信用评级评价、信用修复、信用异议处理等配
套规章制度。

在数字经济相关的信息安全方面，未来重
庆将依托区块链技术完善市公共信用信息平
台，运用云安全、安全态势感知、数据全生命周
期管理等先进理念和技术，确保信息平台运营
安全。依托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开发全国中
小企业信用融资平台（重庆站），支撑“信易贷”

“信易融”等大数据金融产品，助力缓解中小企
业融资难问题。同时开发“信易游”“信易租”等

“信用+”场景创新，更好地为市场主体服务，提
升全市营商环境。

龙梅：大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生
产资源之一，数据安全则是创新的重要保障。
对此，政府需要加强管理，守住、明确数据伦理
的底线，加大数据立法，用法律为数据伦理划
线。此外，管理机构需要广泛地对企业和社会
进行调研，基于社会治理和企业发展的场景，通
过提供和打造标准化数据接口推动数据共享，
助力市场推出更有利于产业发展、人民美好生
活的产品与服务。

多领域探索，数字经济改革创新
亮点纷呈

重庆日报：目前在与数字化结合方面，各个
相关领域取得了哪些亮点成果？

张智奎：会展业受疫情影响严重，却也探寻
了新的发展路径。未来，“线上+线下”将成会
展业融合发展新趋势，数字化将为会展赋能。
通过5G、VR/AR等新基建技术优化提升会展
业“人、货、场”新格局，打造云展会、云节庆、云
博览、云体验等系列平台，赋予会展业新的生命
力。

目前，重庆正在着手打造“会展云平台”，将

部分会展活动的功能转移到线上进行。比如，
今年6月10-12日，重庆通过“线上办会”的模
式，成功举办第三届中国会展创新者大会。3
天时间里，北京、上海、杭州、台北、重庆“五城”
联动，五大平台同步直播，905.8万人次的观众

“云”端参会，这是重庆在数字经济时代在会展
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

王志杰：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全球蔓延严峻
形势，广交会、服贸会等均在线上举办，取得了
良好效果。悦来国际会展城、礼嘉智慧公园都
是两江新区打造“智慧之城”的重要平台，也在
着力探索相关产业与数字化的结合。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率先在全国提出了智慧
展馆的概念，推出了“智博会现场服务平台”，集
交通、餐饮、展会资讯、观展导航、物品租赁、个
性化体验等服务于一体。此外，在已实现5G全
覆盖的基础上，国博中心还探索“VR探馆”，实
现“线上+线下”观展融合。

在礼嘉智慧公园，两江新区将以筹办线上智
博会为契机，加快培育线上业态、发展线上服务、
推动线上管理，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戴明：我市围绕“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
诚信、司法公信”四个领域，结合数字化，重点关
注群众关心的食品药品、生态环境、工程质量、
安全生产等诚信缺失问题，推进信用信息共享、
共用、公开，并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营造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诚信氛围。
目前，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与国家平台、50

余家市级部门、所有区县对接，实现信用目录管
理、数据清洗比对、信用大数据分析等核心功
能；“信用重庆”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实现了信用

“红黑名单”等“一站式”公示和查询，逐步成为
市民“信用之窗”。

龙梅：数字经济安全管理，在猪八戒网所在
的企业服务领域尤为重要。因为我们服务都是
非标准化的，涉及到交易纠纷的争议维权、数据
存储安全，以及版权等很多问题。近年来，猪八
戒网通过科技创新和运营模式创新等方式，推
出了一系列安全保障措施。

在科技创新方面，猪八戒网联合重庆市版
权局等机构，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了“服务联盟
链”产品，该产品攻克了基于第三方保全的线上
动态实时数字版权保护技术，提出了数据合并
打包上链技术，研发了数字作品版权保全防篡
改系统，解决了在线交易知识产权保护的难题。

在运营模式创新方面，我们在2019年底成
立了安全管理委员会，下设5个安全工作组。

同时，我们还制定了“安全管理与事件处理办
法”，确保出现安全事件后最短能够在10分钟
内响应。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

重庆日报：围绕四大方面抓数字经济改革
创新，接下来我们有哪些明确的目标和计划？

张智奎：我们将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加强数字经济国内国际开放合作：一是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引进数字经济龙头企
业，壮大本土特色线上平台，培育支撑数字经济
发展的服务企业，推动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数字
化转型；二是推动消费供给升级，着力促进线上
线下融合新模式，探索发展“互联网+社会服务”
消费模式；三是推动社会服务升级，建设智慧商
务大数据平台，推动商贸信用体系建设，探索基
于大数据的服务管理新模式。同时，通过自贸试
验区等开放平台的数字化探索，倒逼制度创新，
激发市场主体潜能，强化数据驱动与共建共享。

王志杰：在围绕数字经济开放合作抓改革
创新方面，重庆肩负着成渝地区联合创建国家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等重要使命。

作为重庆发展数字经济的主阵地，两江新
区将进一步携手天府新区，联合推动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融合，加强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共
同打造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推动共建数字
双城经济圈。

戴明：未来，我们将全面推动信用承诺制，
无失信记录的市场主体可享受容缺受理快捷通
道；以信用评价和“红黑名单”为基础，对企业进
行分级分类管理；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
与信用等级相结合，对守法诚信主体“少检查、
不打扰”，对违法失信主体“密检查、强监管”。

龙梅：除了自身的数字经济安全管理外，作
为一个服务交易平台，猪八戒网还有2200万企
业用户。我们将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和运营手
段升级，重点解决盗号、刷单、黑产批量注册、业
务违法、支付安全、认证安全等问题，助力平台
商家合规经营、诚信经营、安全经营，妥善解决
服务交易纠纷。

在面向平台雇主企业方面，我们将为企业
打造以数字化灵活用工平台为代表的信息服务
矩阵，助力企业高效合规地通过灵活用工降本
增效，以低成本方式实现数字经济安全管理。

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重庆数字经济改革创新向纵深推进

□本报记者 白麟 杨骏

生产效率提高25.4%，产品不良率降低
50%，研发周期缩短 33.3%，运营成本降低
22.1%……近期，忽米网为重庆集诚汽车电子
有限责任公司实施智能化改造后，该公司各
项生产运营指标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其中的关键，来自一枚小小的“工业身
份证”及其背后的技术——标识解析。

“标识”是产品、设备等的“身份证”，记录
其全生命周期信息；“解析”指利用“标识”进
行定位、查询。标识解析体系，为企业每个
产品、零部件、机器设备等赋予唯一的“身份
证”，从而形成工业万物互联互通的神经枢
纽，是工业互联网的核心资源和关键基础设
施。

这样的“身份证”，在集诚汽车电子随处
可见：任何一台组装加工设备、一个零部件、
一个物流框、一件成品上，都有一个小小的二
维码。通过遍布工厂的扫码设备，可以查到
关于这个“身份证”主人的一切。

“这大大提升了生产的信息化水平。”集
诚汽车电子制造中心项目负责人叶兴亮表
示，该公司产品批次多、参数复杂，过去全靠
工作人员对设备的加工参数进行逐一比对、
录入和调试，不仅低效还容易出错。现在，生
产线工人扫一扫二维码标识，系统就会清楚
地知道应该匹配什么样的加工参数，并把参
数快速自动匹配到设备上投入生产，从而实
现了产品标识化和设备加工定制化，大大降
低了人工成本，也提升了设备自动纠错防错
能力。

宗申动力摩发1011线，也是忽米网以标
识解析、云MES等核心技术能力改造生产线
的成熟案例之一。如今，宗申动力摩发1011
线与传统的自动流水线相比，生产线人员减
少70%，自动纠错防错能力提升10.6倍，作
业自动化率增长10倍，人均效率同步提升了
4倍。

目前，忽米网已依托标识解析等核心技
术，为21个行业打造了智能化解决方案，应用
场景覆盖工厂车间、物流仓储、城市交通、产
业园区、车联网、城市建设、节能管控等。忽
米网CEO巩书凯介绍，中国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顶级节点目前已在北京、上海、重庆、广
州、武汉五大城市完成部署上线。忽米网是
全国首批、重庆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
级节点，并已接入了国家顶级节点，正推动上
百万家中小型企业“上云上平台”。

接下来，忽米网将搭建实时“5G+区块链”
的物联网底层能力，构建以“工业App+云产
品+动摩行业标识解析体系”为核心的开放式
产品应用平台，通过生态聚集，形成跨行业的
千亿级平台。

忽米网为 21个行业
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

小小“工业身份证”
有大能耐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大力引进数字经济龙头企业，壮大本土特色线上平台，培育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服务企
业，推动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数字化转型

11
22 推动消费供给升级

着力促进线上线下融合新模式，探索发展“互联网+社会服务”消费模式

推动社会服务升级

建设智慧商务大数据平台，推动商贸信用体系建设，探索基于大
数据的服务管理新模式。同时，通过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的数字化
探索，倒逼制度创新，激发市场主体潜能，强化数据驱动与共建共享

市商务委三方面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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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020—42

根据国家和重庆市相关规定，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公开出让以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公开出让交易环节的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二、报名期限
2020年 7月 8日 12时－2020年 7月 28日 12

时。
三、申请人资格
申请人应具备的竞买资格要求详见竞买须知。
四、出让资料查阅、下载
申请人可在报名期限内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领取出让资料（《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
竞买须知》、宗地规划条件、宗地规划附图、《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示范文本）以及其他相关
文件），也可在报名期限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
网（网址：http://www.cqggzy.com），进入重庆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网址：

https://td.cqggzy.com/），查阅、下载出让资料。
五、报名方式和程序
本次公开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采取现

场报名或网上报名方式：
（一）现场报名：申请人可于报名期限内足额交

纳竞买保证金到指定账户，并持报名资料到重庆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报名申请。经审查通过的，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确认其竞买资格。

（二）网上报名：申请人可于报名期限内登录重
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
按规定提交竞买申请，在报名期限内足额交纳竞买
保证金，提交报名资料电子档。经审查通过的，重庆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交易方式
报名期限内只有1家申请人取得竞买资格的，采

用挂牌方式出让；报名期限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
请人取得竞买资格的，将采用现场拍卖方式出让。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若申请人在拍卖环节均未竞
价，竞买保证金最先到账的申请人将确定为竞得人，
并以起拍价作为成交价。

七、竞买保证金交纳
（一）现场报名：申请人在持报名资料到重庆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报名申请前，须在报名期限
内交纳保证金至指定保证金账号。

（二）网上报名：申请人在报名期限内登录重庆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并提
交竞买申请后，交易系统自动生成随机保证金账
号。申请人应在报名期限内交纳竞买保证金至随机
保证金账号。

（三）竞买保证金可用人民币、港元、美元、欧元、
新加坡币、日元支付。使用外币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境内或境外申请人，应选择对应保证金交纳账号，并
按保证金到账当日的外汇买入价等值竞买保证金的
外币交入外币专用账户。采用外币或境外人民币交
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需提前与重庆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联系，确认交款方式和账号。

（四）保证金账户只接受银行转账或电汇方式，
不接受现金或现金汇款，不得代交。

八、联系方式
（一）出让人及联系方式
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

号，联系人：朱先生，联系电话：023-63878281 。
（二）承办机构及联系方式
承办机构: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

B9、B10 栋，联系人：王先生，联系电话：023-
63628117。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7月8日

居住、办公类

序号

20089

20090

备注：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

宗地位置

巴南区民主工贸园区组团D分区

两江新区礼嘉组团A标准分区

小计

地块规划编号

D4-3/04地块

A31-1地块

A31-2地块

/

土地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其它商务用地

其它商务用地

/

土地出让面积（㎡）

34117

38351

32099

70450

总计容建筑面积
（㎡）
≤34458
≤57526.5
≤48148.5
≤105675

建筑密度

≤35%
/

/

/

绿地率

≥30%
≥10%
≥10%

/

出让年限

住宅50年

办公40年

办公40年

/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17229

26419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446

5284

备注

该宗地总计容建筑面积为34458平方米（住宅）。

该宗地总计容建筑面积为105675平方米（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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