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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夏元

2020线上智博会今日开幕。永川区在本届智博会上
将展示哪些亮点？在发展大数据产业方面有怎样的目标和
路径？未来还有哪些智能产业布局？对此，永川区委书记
滕宏伟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重庆日报：此次参展智博会，永川区将带来哪些展示亮
点？

滕宏伟：永川将围绕“重庆云谷·数字永川”主题亮相
展会，全方位展示永川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成效，参展特点
包括：

参展内容丰富多彩，在智博会官网平台虚拟展区设置
展厅1000平方米，参展企业23家，涵盖智能装备、智能制
造等5个方面。

智能新品缤纷异彩，包括长城汽车豪华SUV-坦克
300，雅迪高端电动摩托M6、M8，德国SW高端数控机床，
百度全国首辆无人驾驶中巴等，都是首次在智博会上亮相。

云端观展更加出彩，依托线上云技术，将展品通过模
型1∶1进行还原，能够线上点击一键获取，带来更强的视觉
冲击和更炫的科技体验。

特色活动浓墨重彩，将举办西部自动驾驶开放测试基
地项目发布会，对百度和金龙客车联合研发的L4级自动驾
驶中巴车进行全球首发，西部首条自动驾驶公交线将在永
川正式投入运营。同时，举办永川专场集中签约，59个项目
落户永川，合同引资76亿元。

重庆日报：立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永川在发展大数
据产业方面的目标和路径是什么？

滕宏伟：近年来，永川实现了从“声谷”向“云谷”创新升
级。下一步，永川将加快构建“1+6”大数据产业发展体系，
进一步夯实新基建、发展新业态、培育新动能。

“1”是做大做强一个产业园，着力打造增长极。依托重
庆云谷·永川大数据产业园，进一步做大做强服务外包、软
件信息、大数据处理等板块，力争到2022年，入园数字经济
企业达到400家，从业人员3万人，实现产值500亿元。

“6”是建好用好六大子平台，着力培育新业态——牵
头组建重庆市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并实质化运作，打造数
字经济产业人才服务平台；与百度、重庆车检院共建“百度
西部自动驾驶开放测试基地”，打造L4级自动驾驶测试平
台，建成全国服务体系最完善的自动驾驶产业基地；加强
与西南大学、重庆医科大学合作，打造高端研发平台，建设
双城经济圈科技创新转化和产业协作发展的承载地；抓好
航天科工数字孪生城市、中国普天智慧城市建设，打造城
市数字化平台；依托利亚德、达瓦科技等独角兽企业，打造
数字内容创新平台，建设全国最大的VR、AR、先进影像制
作中心；引进阿里云、勾正数据等企业，打造西南大数据处
理平台。

重庆日报：在智能制造和智能家居方面，永川有哪些产
业布局，预计发展前景如何？

滕宏伟：智能制造方面，永川将主要依托中德智能产业
园，大力发展以高端数控机床为主导的智能制造装备产业
集群，积极打造200亿级智能装备产业集群。

智能家居方面，我们以东鹏陶瓷为龙头，引进投资
了帝王洁具、江山欧派等项目，百亿级智能家居产业园
已初具规模。下一步，永川将更加注重补链成群，不断
集聚上下游企业，到2025年初步形成200亿级智能家居
产业集群。

永川区委书记滕宏伟：

让我们云上相聚
触摸智慧未来

□本报首席记者 申晓佳

9月14日，新加坡街头，人们脚
步匆匆。务实、高效、勤勉的风格，在
新加坡随处可见。

多年来，这种风格催生出一大批
高新技术。而借助中新（重庆）战略
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下称中新互联
互通项目），近年来，新加坡的诸多新
技术得以在重庆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

智能化解决方案让重庆
旅游体验更“丝滑”

近年来，重庆旅游业发展逐渐升
温——2019年，超过6.5亿人次旅客
来到重庆。如何才能进一步提升游客
的旅游体验？重庆想到了借助新加坡
的技术。

2018年8月22日，首届智博会召
开前一天，重庆旅游投资集团和新加
坡浮游科技公司（下称浮游科技）发布
了为重庆量身定制的智能旅游解决方
案——“爱重庆”App。

9月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中新
（重庆）智慧旅游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下称中新智旅）获悉，目前，“爱重庆”
微信小程序作为智慧景点助手，正活
跃于重庆多个景区，可解决游客在重
庆旅游时的诸多“痛点”。

例如，打开“乐和乐都主题公园|
爱重庆”微信小程序，公园内的手机充
电点、洗手间、主要娱乐设施和演出地
点分布等一目了然，点击“路线”即可
导航前往。

“微信小程序‘体积’轻量，操作简
单，深受C端用户认可。”中新智旅相
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爱重庆”小程序
已覆盖重庆大部分5A景区。此外，
中新智旅还与市文旅委合作，开发了

“惠游重庆”公共服务平台，推进文商
旅融合。

据介绍，浮游科技专注于智慧旅
游解决方案，到重庆发展之前，新加坡
最大的综合旅游度假区圣淘沙就是他
们的客户。

基于为圣淘沙服务的经验，浮游
科技很注重旅游体验的人性化。通过

“爱重庆”App，游客可以查看洪崖洞
等重庆代表性景点的实景，导航、购
票、餐饮、个性化行程定制等均可在

App内完成。此外，浮游科技还为洪
崖洞开发了实时数据监控平台，可实
时监控现场人流量，呈现景区热力图
等，不仅使游客免于排队之苦，也让景
区管理者更加心中有数。

2019年5月，由重庆旅投集团和
浮游科技合资共建的中新智旅正式
成立，成为目前中新项目中唯一合作
落地的旅游项目。此后，中新智旅与
市文旅委、洪崖洞、红岩联线、重庆旅
游集团等所属旅游资源陆续达成合
作。

中新智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他们将继续关注游客感受，让旅游
体验更加“丝滑”。

6000 头荣昌猪戴上
智能耳标

荣昌猪驰名全国，但在中新互联
互通项目牵线搭桥之前，没人把养荣
昌猪和新加坡智能化信息技术联想到
一起。

“依托智能化信息技术，我们能更
好地在生猪养殖阶段开展动态监控。”
9月7日，荣昌区畜牧发展中心研究员
蒋庆介绍，新加坡企业SmartAHC开
发的智能耳标，造型类似瓶盖，能为每
一头猪进行身份鉴别和存档，如同给
猪一张“身份证”。

事情要从2017年10月说起。当
时，新加坡企业SmartAHC通过中新
互联互通项目进入重庆发展，并与荣
昌区畜牧兽医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荣昌支公司签署三方合

作协议，开展智能耳标在荣昌区畜牧
场的试点应用。

蒋庆说，当时除了生猪屠宰环节
之外，较难在养殖阶段监控生猪的数
量和未来供应量，而智能耳标能更有
效采集这方面数据，将其实时发送到
服务器，从而提升远程监控能力。

其次，这一技术还能解决保险公
司被“骗保”的隐患。SmartAHC公
司创始人兰嵩称，一些养殖场只为部
分生猪投保，保险公司难以鉴别到底
是哪些猪“已投保”。有饲养者钻漏
洞，为未投保的死猪索赔。不过，一旦
有了身份鉴定和个体投保，就能堵上
骗保漏洞——如果饲养者尝试将耳标
取下，给另一头猪戴上，耳标会自动销
毁。

项目中，一共有6000头荣昌生猪
戴上了智能耳标。这一智能化、信息
化、精准管理的发展思路，也为当时荣
昌筹建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提供了可
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蒋庆表示，目前双方首个合作项
目已经顺利结束，正在共同探讨技术
细节的优化提升。

共建中新企业大数据
服务平台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的终极目标
是打造一个价值网络，而非单个的价
值点。”新加坡隆道研究院总裁许振义
表示，价值网络将惠及更多企业。

9月1日，记者从重庆誉存科技有
限公司（下称誉存科技）获悉，誉存科

技与新加坡DC Frontiers合作打造
的国内首个中新跨境企业大数据服务
平台，已经聚集我国7500万家企业及
新加坡40万家企业信息，实现了企业
的精准画像及项目的精准招商，为两
国企业及政府合作提供基于大数据分
析的服务支持。

誉存科技致力于用前沿的大数据
智能化技术，构建链接中小企业和金
融机构的小微信贷服务平台。新加坡
DC Frontiers则是一家新加坡新锐
金融科技初创企业。这次精准的“珠
联璧合”，同样得益于中新互联互通项
目。

2017年，经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搭
桥，誉存科技参与打造中新企业大数
据服务平台。2018年4月，平台第一
期项目建设完成，中新企业大数据服
务平台启动上线。

誉存科技联合创始人陈玮介绍，
中新企业大数据服务平台整合了两国
部分企业，可对企业信息进行精准查
询。该平台还整合了企业的工商、司
法、税务、舆情、行政处罚等十几类数
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判断
企业的风险或将要面临的风险，帮助
企业实现信息上的互通互联，提高双
方贸易的开放度。

此外，中新企业大数据服务平台
还具有资讯整合、项目发布、政策积累
等功能。该平台得到了重庆市中新示
范项目管理局、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
（MIT）的大力支持，集合了马来西
亚、文莱、泰国等东盟国家的相关政策
资源。

据悉，目前，该项目还在金融、法
务等垂直应用场景中进行试点。誉存
科技与新加坡最大的商业银行星展银
行（DBS）就跨境数据在信贷及征信等
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合作前期的深度探
讨。

以上种种，还只是中新互联互通
项目促成合作的一个缩影。9月14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中新互联互通项
目管理局获悉，截至2020年7月底，
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框架下，中新双
方累计签署各类平台合作协议68个，
签约合作项目228个、总金额约320
亿美元，落地率超90%。可以想见，
未来将有更多新加坡技术在重庆落
地、开花、结果。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促成精准合作

新加坡智能化技术在重庆开花结果

9月14日，在新加坡IMDA(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的智博会新加坡分会场，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布置。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②

本报新加坡电 （首席记者 申
晓佳）9月14日上午，重庆日报记者
走进设在新加坡IMDA(新加坡资讯
通信媒体发展局）的智博会新加坡分
会场，顿时感受到了务实而热情的氛
围。作为智博会首个海外分会场，新
加坡已做好准备，迎接2020线上智博
会的开幕。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间可容纳25
人的会议室，四处布置着醒目的智博

会标志，4个嘉宾座和21张靠背椅按
照四周间隔1米的规范整齐排开。工
人们正用手推车把大批绿植和鲜花送
进会议室，排列在会议室正前方和窗
台上。

这间会议室作为智博会新加坡
分会场的线下会场，将承担实时连线
参与智博会开幕式和举行中新（重
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发展论
坛的任务。

连日来，新方紧锣密鼓地进行会
场筹备，提前设置了4块屏幕和1个
主机位，用于和智博会主会场实时连
线。届时，重庆观众可通过智博会官
网的开幕式在线直播，同步看到新加
坡分会场的情况。

除了按新加坡“花园城市”的特
色对会场进行装饰，9月14日下午，
新方还进行了会议流程彩排和技术
设备测试，并与重庆方面进行试连

线，确保开幕式实时连线稳定、流
畅。

9月15日上午，新加坡将实时连
线智博会主会场，参与智博会开幕
式。9月15日下午，2020年中新（重
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发展
论坛将通过专用通道连线的方式，
完成论坛的部分议程。30余家新加
坡企业也将参加“区域合作”板块线上
展览。

新加坡！
智博会首个海外分会场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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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落地率超

签约合作项目228 个

总金额约320 亿美元

截至2020年7月底

中新双方累计签署

各类平台合作协议68 个

资料来源：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