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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2020线
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召开在
即。9月1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
前往礼嘉智慧公园，检查2020线上智
博会筹备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
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紧扣

“线上”特点，突出智能元素，细致精致
极致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2020线
上智博会圆满成功。

市领导吴存荣、王赋、段成刚、
熊雪、郑向东参加。

2020线上智博会将于9月15日至
17日在重庆举办，线上展览展示平台将
于9月15日智博会开幕当天同步面向
公众开放。本届智博会延续前两届“智
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的主
题，将举行线上开幕式暨峰会、线上展
览、线上论坛、线上大赛、线上发布、线

上签约洽谈等系列活动，集中展示全球
智能产业的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
模式，总体呈现充分应用线上方式、充
分体现技术创新、继续彰显自身特色、
着力打造精品展示等特点。唐良智十
分关心2020线上智博会筹备情况，多
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经过各方共同
努力，目前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

礼嘉智慧公园承担2020线上智博
会有关活动内容，推出了“智造重镇”

“智慧名城”两个专题精品展馆。唐良

智来到礼嘉智慧公园，走进“智造重镇”
“智慧名城”专题展馆，听取2020线上
智博会筹备及线上活动安排情况介绍，
观看智博会宣传片，对筹备工作给予肯
定。“智造重镇”“智慧名城”专题展馆重
点围绕场景应用、互动体验、新技术发
展等，分别展示我市在智能产业、智能
制造、智慧城市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
果。唐良智观看线上展览VR体验，察
看工业互联网、5G智能工厂、卫星互联
网、硅基光电子等技术应用展示，了解

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医
疗、智慧社区等智能化应用场景。他强
调，要展示更多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成
效，增强智能化应用场景体验感，彰显

“智造重镇”成果和“智慧名城”风采。
要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抓
好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精心设计
开幕式、峰会、展览、论坛等重点活动，
精细推演、查漏补缺，以钉钉子精神抓
好线上智博会筹备工作“最后一公里”。

（下转2版）

唐良智在检查2020线上智博会筹备工作时强调

细致精致极致做好各项筹备工作
确保2020线上智博会圆满成功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9月
10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
长唐良智前往南岸区广阳岛调研生态
修复工作。陈敏尔强调，要深学笃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长江风景
眼、重庆生态岛”定位，优化功能布局，
加强生态修复，加快项目落地，推动城
市更新，精心把广阳岛打造成为重庆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亮丽名片。

市领导王赋、陆克华参加。
秋意正浓，广阳岛上，山坡、溪流、

树林和湿地相映成趣，山与水、岛与江
相依相偎，形成一幅优美的风景画卷。
经过生态一期工程系统修复和空间优
化，长江上游江心绿岛的美丽容颜正徐
徐展开，向人们诠释着重庆这座山水之
城的深厚底蕴。陈敏尔、唐良智来到西
岛头，沿着绿树成荫的环岛路前行，察

看山体修复、水体恢复、植被栽种等情
况，深入了解生态建设进展。西岛头片
区，生态修复面积已超过220亩。曾经
受损的山体、受污染的湖塘经过精心呵
护焕发出勃勃生机，4000余株乔木和
林下植被长势喜人，绿意盎然的山地坡
岸映衬着动人的长江秋色。广阳岛山
环水绕、江峡相拥，远处的铜锣峡云雾
缭绕，长江两岸林木葱茏。陈敏尔、唐
良智驻足远眺，了解广阳岛周边规划建
设情况，在听取广阳岛生态修复进展情
况汇报后，对相关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
给予肯定。陈敏尔指出，环境就是民
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广
阳岛是长江上游第一大岛，是位于重庆
主城都市区的一座江心绿岛。要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好广阳岛生态环境，呵
护好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让广

阳岛的美丽风景绽放出夺目光彩。
陈敏尔在调研时指出，开展广阳

岛生态修复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
精神的重大举措，是落实长江“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的具体行动，
是我市推进城市更新、提升城市品质
的重要抓手。要紧紧围绕“长江风景
眼、重庆生态岛”定位，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持续推进广阳岛生态
修复，努力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中发挥示范作用。要加强统筹规划，优
化空间布局，完善功能配套，注重岛内
岛外协调联动，科学推进片区保护修复
和建设利用，为生态留白，为城市增绿，
促进城市有机更新。要坚持系统修复，
继续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工程，
统筹推进一江两岸山体、水系、湿地等

保护修复，加强消落带综合治理，尊重
和保持广阳岛片区自然生态，守护青山
绿水，留住最美乡愁。要挖掘文化内
涵，保护利用好广阳岛历史文化，在景
观中融入文化元素，在设计上体现文化
符号，充分展示其独特魅力，让自然和
人文、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展现“天人
合一”的价值追求和“知行合一”的人文
境界。要彰显智慧特色，坚持科技与生
态深度融合，强化大数据智能化运用，
提升建设管理水平，丰富拓展应用场
景，打造独具特色的生态智慧岛。要
加大工作力度，强化主体责任，进一步
调动市区两级积极性，坚持高标准高
质量，加快项目落地实施，多出实物工
作量和可视化成果，让更多人分享广
阳岛的美丽。

有关区、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陈敏尔唐良智在调研广阳岛生态修复工作时强调

加强生态修复 加快项目落地
打造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亮丽名片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实习生
王玉英）9月8日，重庆永仁心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下称重庆永仁心）董事长张
本焱收到一本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颁发
的证书——该公司“国产‘人工心脏’取
得突破”入选2019年度中国医学重大
进展（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部）。

重庆永仁心制造的人工心脏，名为
“植入式左心室辅助系统”，去年8月获
国家注册上市批准，这也是国内首款获
批上市的人工心脏产品。张本焱介绍，
这款产品本月计划在四川省人民医院
用于中国首例国产人工心脏植入手术，
意味着国产人工心脏将正式进入临床。

人工心脏被誉为“医疗器械皇冠上
的宝石”。永仁心人工心脏主要由植入
体内的血液泵（含泵缆）、人工血管以及
体外控制器组成，主要功能是搭建起患
者心脏的辅助流道：血液从左心室经入
血管流入到血液泵内，通过血液泵内叶
轮转动产生的离心力，将血液从血液泵
内推出，并经出血管流入到升主动脉，
从而辅助患者血液循环。

“人工心脏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
重庆永仁心产品研发部部长刘易海说，
最难的是血液泵一刻也不能停，且不能

发热、振动，还要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否则就会危及患者的生命。

“我们的产品算是跨界合作了。”说
起人工心脏，今年76岁的张本焱激动
不已。

2014年，重庆永仁心母公司——
重庆利龙科技产业集团在与日本车用
控制拉索系统巨头HI-LEX集团历经
20年合作的基础上，引进了具有世界
尖端医疗科技和工艺水准的永仁心人
工心脏项目。

“目前重庆永仁心已全套引进人工
心脏产品设计、生产技术及质量管理体
系。”张本焱说，2018年1月，重庆永仁心
人工心脏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等启动临床试验。截至
2019年8月，已实施15例临床植入手
术，患者术后恢复顺利，取得“零死亡、无
装置相关严重并发症”的临床实绩，临床
试验成功率达100%，提前获批上市。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
阜外医院院长胡盛寿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中国有大量心力衰竭患者，终末期
或重症心力衰竭患者只有通过心脏移
植或安装人工心脏恢复健康。人工心
脏克服了移植供体不足的问题，是心力
衰竭救治的强大“武器”。

“我们正在引入小型化、轻量化的
二代产品，将适用于所有心衰患者。”张
本焱表示，重庆永仁心将逐步实现人工
心脏国产化，降低人工心脏价格，让更
多患者受益。

“重庆造”人工心脏
本月正式进入临床
国内首款获批上市，入选2019年度

中国医学重大进展

本报讯 （见习记者 王天翊）
2020线上智博会开幕在即，线上展馆
怎么逛？9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组
委会获悉，2020线上智博会设置了六
大虚拟展区和两大专题展馆，观众通过
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动动手指即可
观展。

据介绍，本届智博会将搭建线上展
示平台，借助虚拟建模技术，设置线上重
庆、智能产品、智能制造、智能应用、智能
技术和区域合作6个虚拟展区，支持企
业展台可视化自助布展，同时支持展馆
导览、嵌入虚拟/真人讲解员、3D产品互
动、数据分析等功能，观众可以在虚拟展

区参观来自全球551家知名企业的展示
内容，深入了解智能产业的科技成果。

同时，本届智博会利用数字孪生技
术，将“智造重镇”和“智慧名城”专题线
下展馆“搬”至线上。这两个展馆提供
VR观展功能，从智能制造、智慧医疗、
智慧交通、智慧文旅、智慧政务、智慧扶
贫等多个方面集中展现重庆智能化发

展的亮点和成果。
记者在工作人员演示下看到，进入

展厅后，只需点击鼠标或屏幕，便可看
到每一个案例的视频或图文介绍，还可
与部分展品进行互动。

智博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线
上展览打破了时空限制，让全球观众随
时随地便捷观展；各种数字技术的运用

也有效保证了展示内容的多样性和观
展的趣味性。

据了解，线上展览平台将于9月
15日智博会开幕当天同步面向公众开
放，观众可通过2020线上智博会官网
（www.smartchina- expo.cn）、官方
微博、微信公众号、手机客户端（智博
会官网提供下载）四大平台观展。

2020线上智博会设置六大虚拟展区两大专题展馆

手指一动进展馆 智能成果入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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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重庆人
民（融侨）小学，同学们
和 老 师 一 起 庆 祝 教 师
节。

当天，我市各中小
学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庆
祝活动，为辛勤的教师
们送上真挚的祝福。

特约摄影 郭旭/
视觉重庆

（相关报道见10版）

老师，
节日快乐！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重庆日
报记者9月10日从璧山区了解到，第
12届中国西部动漫文化节（以下简称

“西漫”）将于9月30日-10月4日在璧
山区和重庆国际会展中心“双会场”同
时举行。作为西漫的永久落户地，璧山
区将建设中国西部动漫产业园，力争打
造中国动漫产业新高地。

据了解，2009年，西漫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化部批准举办，现已成功举办
11届，已经成为成渝地区重要文化旅
游IP。此次展会期间，重庆国际会展
中心会场将继续沿用往年的室内展览
的方式，主要举行产品展销、电竞赛事

等活动，观众购票进入。璧山会场则设
在枫香湖儿童公园，在这里将举办首届
西部数字经济产业高峰论坛、全国二次
元大赛成渝双城赛、西部（国际）数字经
济产业生态区动漫形象总决赛、二次元
周边手办模型展、动漫痛车展活动，所
有活动均可免费参与。

据了解，今年的西漫在璧山举办，并
将从此永久落户璧山。目前，璧山正大
力发展数字经济，已开建10平方公里西
部（国际）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区。“西漫”
落户后，璧山区还将在西部（国际）数字
经济产业生态区建设中国西部动漫产业
园，力争打造中国动漫产业新高地。

中国西部动漫文化节永久落户璧山

本报讯 （记者 吴刚）9 月 10
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20中国民营企
业500强榜单，重庆有12家民企上榜。

据了解，今年民营企业500强入围
门槛突破200亿元，500强营业收入总
额30.17万亿元，增长5.85%。资产总
额36.96万亿元，增长6.78%。税后净
利润1.39万亿元，增长8.06%。

重庆上榜的12家民企分别是：重
庆市金科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龙
湖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重庆华宇集团有
限公司、重庆中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重庆财信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中科控股有限公
司、重庆协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华
南物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博赛矿业
（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新鸥鹏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上榜的12
家重庆民企中，有8家排名有所提升。
其中，华宇从去年254位升至今年89
位，以上升165名的成绩成为上升最快
的渝企，此外，金科上升12名、龙湖上
升11名。

重庆12家民企
上榜2020中国民企5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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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文 旅 推 介 活 动

遇见重庆 南岸起风景
重庆高校各出奇招
推动“光盘行动”

17个智能化“小”应用
惠及“大”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