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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刚

运动鞋等消费品和人造皮革等生产原
料，均由聚氨酯制成。聚氨酯的主要原料是
己二酸。全球最大的己二酸生产企业，位于
重庆涪陵的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重庆华峰），全球约1/4的己二酸来自该公
司。

乌江画廊山水掩映，每年超过75万吨己

二酸从重庆华峰位于涪陵白涛工业园的厂区
顺江直下，供应华东、华北市场，并漂洋出海，
远销全球。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重庆华峰从
成立到成为全球行业产销量冠军，仅用了10
年时间。它是怎么做到的？

“归根结底靠创新。”8月末，在接受重庆
日报记者采访时，重庆华峰有关负责人表示。

首先是技术创新。2010年，重庆华峰创
立之初，在技术路线上面临两种选择，——贫
氧氧化法和空气氧化法。经过技术团队研究
分析，他们果断抛弃了国内较为成熟的贫氧
氧化法，选择了技术要求更高、工艺更复杂的
空气氧化法。

围绕先进技术路线，重庆华峰在生产工
艺优化上狠下功夫。不仅采用了20多项国

际先进技术，还自主研发了10多项专利技
术。2012年，国际上又出现一种更为先进的
技术——环己烯法。重庆华峰紧盯国际先
进，组建技术团队攻克环己烯法的关键技术
和催化剂，建成技术领先的二、三、四期己二
酸项目。

先进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第三方机
构——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出具的SGS分析报告显示，重庆华峰己二酸
产品质量明显优于国内同类企业。

和技术创新同时推行的，还有设备和
工艺创新。一般来说，化工这样的流程工
业中，单套装置的规模，直接决定生产成本
和效益。10年来，重庆华峰先后建设国内
单套规模最大的己二酸装置，以及全球规

模最大的醇酮装置。由此，重庆华峰的能
耗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产品成本大幅低于
同行。

产业链延伸，则是重庆华峰进一步缩减
成本、对抗市场风险的商业模式创新。

目前重庆华峰正在建设一个聚酰胺项
目，该项目就是对己二酸的就地深加工。

“下游产品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同时为上游
己二酸提供稳定销路。我们可以通过调整
下游生产规模来对冲市场起伏，从而确保
己二酸的稳定生产，为持续创新提供现金
流。”上述负责人表示，项目建成后，重庆华
峰将形成聚氨酯新材料和聚酰胺新材料产
业集群，为我市新材料产业发展注入新动
力。

创新——重庆华峰成为行业冠军的法宝
仅用10年，成为全球最大己二酸生产企业，抢占全球1/4市场份额

□张燕

近日，2020线上智博会“智造新动能·
智联新产业”高峰论坛在重庆举行。一位
专家在会上提到，人们收集到的数据绝大
部分都是低价值不可用的，要让数据真正
成为有价值的生产要素，需要站在数据需
求方的角度去采集。这一观点，对我们如
何挖掘大数据资源的效用很有启发性。

大数据资源是一座“富矿”，挖掘好
了，能让经济社会发展如虎添翼。这次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便催生了数字经济的新
一轮需求。比如，企业经营活动加速“触
网”“上云”，线上线下进一步融合；“渝快
办”引导企业和群众“不见面”“网上办”；
有的地方探索以“智”防疫，投用智能疫情
机器人参与防控巡逻、免接触送餐、电话
调研、疫情辟谣……凡此种种，都是在市
场驱动下，形成的数字经济新机遇。抓住
机遇，就能抢占先机，推动大数据更好地
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大数据是观察社会的“显微镜”，通
过对数据的采集、加工，我们可以探寻各
行各业中不易察觉的规律和特性。在这
个过程中，唯有以用为主，找准观察样
本，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接下来，就是
要持续从政用、商用、民用的需求入手，
把大数据的理念、技术和方法贯穿到社
会的方方面面。

对政府而言，大数据是一个工具，有
助于打破部门壁垒、打通信息孤岛，建立
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
机制，实现社会治理精准化。大数据也
是一个产业，可以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通过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不断释放
对传统经济的放大、叠加和倍增效益。
大数据更是老百姓的“福音”，在交通运
输、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民生领域提升
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能真正推动“数据
多跑路，百姓少跑腿”落地。

在数据为王的时代，人们的思维方
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正在产生深刻变
革。从政府到企业，再到个体，学大数
据、用大数据的氛围、意识和能力正在不
断增强。拥抱大数据，着眼“聚通用”，我
们一定能赢得更加智慧美好的未来。

大数据挖掘要
“以用为主”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9月8日，第六
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重庆赛区选拔赛冠军争夺赛在璧山区开幕，
来自重庆市18所学校的85个优秀项目入围
此次冠军争夺赛。据了解，该赛事目前已成
为重庆参赛面最广、覆盖学校最全、参赛团队
最多、参赛水平最高、赛事影响最大的创新创
业盛会。

据了解，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2015年创办以来，累计有947
万大学生、230万个团队参赛，覆盖124个
国家和地区。本次大赛由重庆市教委主办，

重庆大学、璧山区人民政府共同承办,以“我
敢闯，我会创”为主题，决赛环节的金奖争夺
赛和金奖复活赛首次采用线上的方式进
行。经过为期两天的比拼，最终角逐出高教
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职教赛
道的冠亚季军。

重庆日报记者在大赛现场看到，年轻学
子们带来的“双创”项目将移动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
济社会各领域紧密结合，进一步推动了创新
创业项目落地与成果转化。以重庆邮电大学
带来的智能驿站项目为例，该项目基于大数

据物流协同平台，通过智能门禁系统、智能扫
描机器人、激光指引系统和出库识别系统，实
现末端驿站快递包裹自主扫描定位，智能识
别进站，激光投射指引和图像识别出库等功
能。该项目负责人魏琨介绍，该项目目前已
在重庆邮电大学附近的一个小区投用，这个
每天吞吐量为1800件的快递驿站改成智能
驿站后，人工从4人减少到1人，货物上架时
间从3小时减少到40分钟。

85个项目角逐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
9月8日，重庆市钓鱼嘴音乐半
岛招商推介会在成都城市音乐
厅举行，大渡口区与四川音乐学
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围绕音
乐教育、艺术产业、旅游开发等

方面，联手打造钓鱼嘴音乐半岛，助力长江文化艺术湾区建设。
钓鱼嘴半岛位于大渡口南部，是长江进入重庆主城区

的第一个半岛区域，也是我市“两江四岸”治理提升中长江
文化艺术湾区的核心区域。

“我们将在半岛区域内，规划建设一个以艺术为核心内
容，产学研一体、产城一体，开放的街区式大学城，将音乐学
院点状式分散于半岛区域内，带动艺术产业、服务业、旅游
业发展，打造大渡口文旅融合新名片。”四川音乐学院党委
书记周思源告诉记者。

据了解，目前，钓鱼嘴半岛已完成拆迁征地、路网交通建
设等前期工作。“此次与四川音乐学院合作将助力大渡口区
进一步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大渡口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外，该区还将在钓
鱼嘴半岛集中布局长江音乐厅（重庆音乐厅）、长江音乐博物
馆、长江音乐广场、长江音乐营、长江音乐台等重大功能性项
目，着力打造“爱乐小镇”，创建国家级音乐产业基地。

大渡口与四川音乐学院
将联手打造钓鱼嘴音乐半岛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实习生 唐苓玲）9月7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西部（重庆）科学城获悉，自今年5月科学
城在全市推出首个“一件事一次办”主题套餐线上政务服务
平台以来，目前已办理企业及群众所需服务34件。今年科
学城拟共推出50项主题式“一件事一次办”套餐服务。

“交12种资料，不花1分钱办证费，就一次性办好了全
套证照。”9月4日，家住重庆高新区的田锐在科学城政务服
务中心领取到开办婴儿沐浴室所需的全套证照。这距他在
线提交申报资料，只过了半个工作日。

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区域营商环境，科学城
自今年5月起陆续推出了20项“一件事一次办”主题服务，
包括“我要开书店””我要开宠物店”等。办事企业或群众可
到政务大厅综合窗口办理，或通过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网
进入“一件事一次办”套餐板块选择相应主题进行办理。

科学城政务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项主题服务
通过“高频事项并联办、关联事项打包办”的方式，实现线下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线上“一次登录、一网通办”，让
企业及群众更快办结所需业务。

数据显示，已发布的20项主题套餐服务，其总办理时限
由1049个工作日压缩至148个工作日。今年，科学城拟推出
50项“一件事一次办”主题套餐服务，进一步方便企业和群众。

科学城拟推出50项
“一件事一次办”主题式套餐服务

□刘刚 王龙博

站在重庆南山向北望去，两江夹送
的渝中半岛，一组组超高建筑群襟山带
水，鳞次栉比，勾勒出重庆现代化都市
的时尚轮廓。

在这些摩天大楼脚下的大街小巷
穿寻，时不时会发现各个时代的建筑和
街区。这些老建筑，对千年重庆城做了
一个历史回溯，留住了城市的历史文
脉。

三千年江州城，八百年重庆府

从公元前316年秦将张仪入蜀灭
巴筑江州城，到蜀汉时期两江环绕城市
格局初步形成，再到明代的“九开八闭”
十七座城门，重庆古城在渝中半岛上逐
渐成型。三千年江州城，八百年重庆
府，让渝中半岛成为重庆母城，也成为
重庆历史的缩影。

渝中区专门对重庆历史人文核心
展示区价值体系进行了研究。建筑学
家陈同滨带领的团队梳理出渝中区的
历史脉络、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及各时期
历史文化资源的数量和分布情况，并运
用世界遗产的价值标准体系，提炼、归
纳出它的价值主题和特征。

陈同滨团队认为，渝中区海量的历
史文化资源承载着六大价值主题，即重

庆山地江城的母城、国家战略大后方的
军政中心、长江上游水运枢纽和经济中
心所在地、中国西南腹地移民交汇门
户、巴渝文化传承发展地、中国早期革
命思想的传播和发源地。

半岛上的渝中区，目前仅开放的博
物馆（陈列馆）就有26家。其中，重庆
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
物馆属一级博物馆。

面对大规模旧城改造中如何保护
历史文化资源这一历史难题，重庆市渝
中区近年来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
护中发展”的理念，努力实现旧城蝶变
与历史传承的和谐统一。

对城市传统建筑保护要
有一种情怀

一组组雕梁画栋、翘角飞檐的建筑
群。这就是重庆最早命名的历史文化
街区湖广会馆。从1998年初开始对湖
广会馆的保护进行研究、策划算起，到
2003 年底重庆湖广会馆正式动工修
复，再到2005年9月建成开放，这项文
物保护行动时间跨度长达八年。

如今熠熠生辉的湖广会馆建筑群，
为后人了解、研究重庆移民历史和会馆
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载体。重庆湖
广会馆修复工程，可以说是重庆投资最
大、影响最广、效果最好的文物建筑修
复工程。它的成功与经验，在保护修复
中把握的理念和原则，在工程中使用的
特殊技术和方法，包括世界银行和国外
咨询机构对湖广会馆长达四年多的技
术协助，都为重庆乃至国内历史建筑保
护修复提供了范例。

城市文物保护要有规划
和政策保障

湖广会馆，是渝中区保护历史文化
资源的缩影。

从“十三五”开始，文物保护工作被
纳入渝中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
规划，先后编制了《渝中区抗战遗址保
护与利用总体规划》《重庆市主城区传
统风貌保护和利用规划》《重庆历史人
文核心展示区保护传承专项规划》等。

在规划的引导下，一批保护等级
高、社会关注度高、安全隐患大的文物

建筑得以及时保护修缮。近年来，渝中
区先后完成了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东华
观藏经楼、郭沫若旧居、中苏文协旧址、
中法学校、沈钧儒旧居、孙科旧居等50
处文物修缮工程。

有了规划，还需要政策措施配套，
“有了政策保障，文物保护人员、经费才
能跟得上。”渝中区副区长蔚传忠表示，
他们的财政预算内文物保护经费支出
逐年增长。与此同时，渝中区进一步强
化文物保护队伍建设，并建立健全区、
街道、社区三级保护网络，确保了文物
工作有人抓、有人管。

风貌街区保留住城市记忆

对于老重庆而言，十八梯是一处承
载着城市温度的场所。如何让像十八
梯一样的文物点“活起来”，重新成为城
市的组成部分？渝中区给出的方案是
打造风貌街区。

结合辖区内文物与历史遗迹资源，
渝中区目前已划定历史文化街区3处，
传统风貌区9处。

市中心的鲁祖庙老街区是重庆旧

城文化的代表，也是当地民间文化发源
地之一。在推进鲁祖庙片区改造中，渝
中区坚决摈弃“大拆大建”模式，坚持整
体风貌、主体建筑、空间肌理、街巷尺度

“不改变”的基本原则。
目前，鲁祖庙传统风貌区正通过大

量保留原建筑、大量保留原住民，采用
“修补式、缝合式、针灸式”的手法，优化
节点景观，增加文化旅游体验，成为传
统风貌区中的样本片区。

“在文物保护和风貌街区打造中，
我们格外注重历史真实性、生活延续
性、自然和谐性等原则，进而促进历史
与现代融合共生。”渝中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目前山城巷、打铜街、马鞍山、李
子坝风貌区打造已初见成效。

历史文化资源成现代都
市发展“养分”

今年6月，注册资本金达108亿元
的中国银行金融租赁业务全球总部落
户渝中区。中银金租项目落户背后，与
解放碑片区一栋旧址密切相关。解放碑
小什字附近，集聚着重庆抗战金融机构

旧址群，其中一栋便是中国银行旧址。
早在2018年，渝中区相关领导就积

极与中国银行联系，希望联合回收利用
这个旧址。经过此后多轮商谈，双方最
终确定在旧址上共建抗战金融博物馆。

中国银行相关负责人事后表示，渝
中区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给人留下了
深刻印象，也是促成中国银行金融租赁
业务全球总部落户渝中的原因之一。

7月，位于渝中区的解放碑步行街
被评为全国首批示范步行街。解放碑
片区历史文脉厚重，有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14个，是重庆文物最为集中的区域
之一。自2018年改造提升工作启动以
来，渝中区通过对中英联络处等旧址保
护修缮再利用，并适时引入轻型业态，
不仅增添了解放碑的文化味儿，也让老
建筑在步行街打造中重焕生机。

以文化为魂，旅游为体，历史文化
资源转化为了渝中区发展的资源。

渝中区依托传统风貌区、山城老街
区，联动打造红岩村、WFC观景平台以
及长江索道等一批重点景区，结合山城
步道建设、文物建筑、历史建筑，形成古
城墙游、抗战文化游、红色文化游、历史
街巷游等一批精品旅游线路。相继修
复建设的极具山城特色的洪崖洞、缆
车、过江索道都成了网红打卡的热点。

（据新华社重庆9月7日电）

重庆渝中：在城市蝶变中留住历史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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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9月8日，2020
线上智博会智汇八方新闻中心举办“智慧城
市看渝中”线上群访，向市民展示渝中区加快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步伐的成果。

渝中区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副局长郭
伟祥介绍，近年来，渝中区在民生服务、政

府管理、城市治理、生态宜居和产业融合
等领域打造了一批新型智慧城市智能应
用——全区建成“数字城管”平台，建立城市
基础信息数据库，实现城市智能管理；打造

“互联网+政务服务”，政务服务一站式办理
率达到88.6%，实现“最多跑一次”；建成全区

智能医疗服务平台，实现全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便携式诊断设备的全覆盖。

目前，渝中区已建成智慧医院6家，智慧
景区8个，智慧校园10个，智慧社区22个，智
慧工地49个，惠民服务水平日益提升。

郭伟祥透露，今年以来，渝中区大数据局
筹备建设该区新型智慧城市智能中枢（第一
期）项目。该项目将加快促进跨部门、跨行业
的信息资源有效整合、集中共享，为渝中区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基座和支撑，实现“一屏
观天下、一网管全城”。

渝中区将建新型智慧城市智能中枢
实现“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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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元）9月8日，市经信委举行政银合
作电子信息行业专题报告会。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
未来三年内，市内6家银行将向重庆电子信息行业投放信
贷资金750亿元。

据悉，这6家银行机构分别是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分
行、工行重庆市分行、农行重庆市分行、中行重庆市分行、
重庆银行、重庆三峡银行。“通过搭建政银对接平台，不仅
可帮助银行找到优质工业企业项目，企业也可及时获得银
行信贷资金支持。”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今年7月，该委与
市内13家银行金融机构分别签署合作协议，后者将在未来
三年内向我市工业领域投放信贷资源约7000亿元，此次
为全市电子信息行业提供授信即为支持内容之一。

为推进“政银企”对接平台持续发挥作用，市经信委还
推出政府公益性的企业融资服务平台“渝企金服”，推动政
府、金融机构、企业互动，实现行业信息、资金供给、融资需
求等高效对接。目前“渝企金服”平台已为各类企业成功
融资1200亿元。

6家银行将向全市
电子信息行业授信75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