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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是今年上半年的“热词”之一。在“京沪干线”
这条国家示范性骨干线路建成近3年后，量子保密通信网络
加快地方性延伸。今年内，作为国家量子通信网络“成渝干
线”的“起点”，国科量子将在璧山区建设安全托管业务的全

国运营中心，并首先在璧山实现政企试点。
将以量子通信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应用于城市，

正是璧山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经济
转型升级的前瞻性举措。据了解，数字基础

设施是新基建的重心和基础，而以量子通
信和量子计算为代表的量子信息技术

更是当前国际热门的战略性科技方
向。今年6月，国科量子正式落户
璧山后，在璧山区注册成立了重庆

国科量子通信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重庆国科”），开工建设国家量子通信

网络“成渝干线”，并确保在开工后3年内建
成投用。重庆国科将把璧山建设成为安全托

管业务的全国运营中心，并以璧山为起点拓展全
国范围的量子信息安全托管业务。今年内，璧山区

将落实 3 个政企试点用户开展量子信息安全托管业
务，并积极推动量子信息安全托管业务在全国的拓展。

璧山 创新引领发展“智”造改变未来

8月31日，位于璧山高新区的重

庆康佳光电技术研究院项目正式投

产，并正式实施Micro LED新兴半

导体显示技术的全产业链布局。该

项目满产后将形成超千亿元的产业

规模，引领重庆成为中国领先的光电

技术中心。

重庆康佳光电技术研究院去年

9月30日正式落地璧山。不到一年

时间，研究院已完成包括全球首个玻

璃基板上最小间距的Micro LED

显示屏在内的多项自主研发成果，并

将作为创新孵化平台，为璧山培养大

批光电子与信息科技人才，促进培育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这是璧山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

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

动计划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璧山以

生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为主攻方向，

加快建设科技璧山、创新璧山，着力

提升科技原创能力和高新技术产业

化水平，奋力推进西部（重庆）科学城

建设。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智”造力正

在成为支撑璧山产业发展的强力引擎。

在去年的智博会上，璧山带着比亚迪公司新
能源汽车、康佳公司触摸互动投影、中车无人驾驶
公交车等“黑科技”亮相。今年，一批来自璧山的

“黑科技”将闪亮登场，同样“精彩无限”。

为无人机建“机场”
深山老林可续航

什么，无人机也有机场？在今年的线上智博
会上，重庆华创智能科技研究院便带来了无人机
自主巡检系统。

这种无人机巡检系统可设定巡检路线和选
件时间，无人机根据系统设定进行自主巡检，
同时搭配智能无线充电机库。该公司负责人介
绍，这种智能无线充电机库相当于无人机的

“机场”，可安装在野外，无人机电量不足时可
自动进入“机场“进行无线充电。这样便可减
少无人机对电池容量的依赖度，提升巡检里程
和效率，减少前期投入及维护成本，无需人员

跟随或半路回航充电，真正意义上实现无人机
无人化。该系统可广泛适用于电网巡检、河道
巡检、森林巡检、高速巡检、边防巡逻等多种应
用场景。

为输电线路装上“千里眼”

输电线路面广线长，跨越地形和环境复杂，线
路检修一直是困扰供电企业的难题。在本届智博
会上，重庆峰极智能科技研究院带来了自主研发
的“蓝精灵”输电线路全状态在线监测系统，在国
际上率先将图像监视搬上了输电线路，为输电线
路装上了“千里眼”，实现了输电线路及其走廊的
远程巡视。

从外观上看，这个“千里眼”就是个小小的方
形盒子。该公司负责人介绍，将它安装在输电线
路的高压导线上，采用多种传感器实时综合监测
线路运行及环境的关键参数，并通过无线通讯远
传至监控中心，可全面掌握线路运行情况。此外，

这个小盒子采取的是自供电技术，无需额外安装
太阳能板等供电稳定可靠。产品应用后，可及时
发现和预防线路事故，帮助事故分析和决策，避免
和降低事故带来的损失和危害，提高电网运行可
靠性。

智能充电桩体积小电量足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智能充电桩已开始
步入普通市民的生活。但传统的充电桩个头大、
充电慢。在本届智博会上，重庆平创半导体研究
院带来的全SIC智能充电桩，采用了全碳化硅新
型材料，不但个头小、充电速度也比普通充电桩快
得多，还能实现无线充电。

据了解，由于采用了全碳化硅新型材料，这
种直流一体式充电桩转换效率可达到96.5%；工
作温度范围可从零下30摄氏度到75摄氏度；电
源可达3万小时/4年无故障，可延长使用寿命2
年—2.5年。此外，由于这种新型材料功率密度

高，同能功率下，这种充电桩的体积仅为普通材
料的一半到三分之二。

世界领先的氢燃料电池

今年3月9日，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与新
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进行“云签约”仪式，在璧山
共建重庆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与重庆两江新
区、长寿、北碚等地氢能源电池产业形成产业链，
完成重庆氢燃料电池产业布局。在本届智博
会上，由双方共建的重庆创新燃料电池技
术产业研究院也将带来淡马锡研发的
轻型高功率密度氢燃料电池系统。

据了解，这种千瓦级氢燃料
电池已成功应用在赛车上，并
连续两年获得“壳牌节能车亚太
赛区国际大赛”燃料电池赛车组第
一名，并打破赛会纪录。目前，该燃料
电池已应用于无人机上试飞。

9月15日，2020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将正
式举行。

今年，璧山线上展厅虚拟面积1000平方米，由科技
璧山、创新璧山、智慧璧山、智造璧山4个板块组成，共集
合30多家单位和企业参展。展厅突显科学主题，以科技
璧山、创新璧山为主线，系统展示璧山开展基础应用研
究、孵化科技成果、建设新型智慧城市、培育智能制造产
业等方面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届智博会上，一批“智慧”项目也
将正式签约落户璧山，分别是比亚迪动力电池全球总部
项目、桔电新能源智能汽车总部基地项目和钧捷智能中
国(重庆)智能驾驶传感器产业基地项目，3个项目的总投
额达到335亿元。

其中，比亚迪动力电池全球总部项目总投资不低于
205亿元，该项目将剥离比亚迪旗下电池主体业务，在璧山
区成立总公司，完成对比亚迪全国范围内现有动力电池项
目公司的股权并购和重组，使璧山电池项目公司成为全球
领先的比亚迪电池产业全球总部控股公司，并在璧山上
市。同时比亚迪在璧山成立电池研究总院公司，将电池研
究总院公司建设成为国家级电池研发创新示范基地，成为
全球领先的比亚迪动力电池产业全球研究中心。

桔电新能源智能汽车总部基地项目投资约100亿
元，该项目将整合璧山范围内现有整车制造资源，建设桔
电新能源智能汽车整车生产基地，并在璧山组建桔电出
行全国总部基地。项目达产后年产值不低于220亿元，年
税收不低于2.6亿元。

钧捷智能中国(重庆)智能驾驶传感器产业基地项目
总投资30亿元，将建设包括AI人工智能终端设备研发制
造基地项目、8英寸-12英寸集成电路光感芯片封测项
目、汽车智能驾驶设计生产项目以及智能驾驶传感器产
业研究院，建立智能驾驶传感器全产业链、全供应链、全
价值链基地。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值不低于40亿
元，年税收不低于1亿元。

看，智博会上即将亮相的璧山“黑科技”！

新基建来了！
璧山将在全市率先实现
量子通信网络政企试点

正在快速发展中的璧山国家高新区正在快速发展中的璧山国家高新区

万泰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万泰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人员在研发中心忙碌技术人员在研发中心忙碌

工人在蓝黛工人在蓝黛66ATAT变速器变速器
生产线操作生产线操作

璧山正在发力智能制造和信息技术等主导产业璧山正在发力智能制造和信息技术等主导产业

重庆热谷机器人科技重庆热谷机器人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工人组装有限责任公司工人组装
机械手臂机械手臂

璧山国家高新区璧山国家高新区

龙润公司龙润公司技术人技术人
员正在操作机器人员正在操作机器人

“小”城市有“大”智慧
一批“智慧”项目
将落地璧山

璧 山 产璧 山 产““ 刀 片 电刀 片 电
池池””将大规模应用于将大规模应用于
新能源汽车领域新能源汽车领域

西部西部（（国际国际））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区效果图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区效果图

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

近段时间，璧山“大动作”不断。
7月底，西部（重庆）科技创新小镇开建，这是璧山推动西

部（重庆）科学城建设的重要举措；
8月31日，西部（国际）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区开建，璧山区

将以此为平台，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培育经济发展新
动能。

……
璧山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节点位置，是主城都

市区的“迎客厅”。近年来，璧山以科技成果产业化为突破口，
加快构建“1+3+N”科技创新体系。经过几年的深耕，科技

创新已渐成璧山新名片。
何谓“1+3+N”？“‘1’是大学城创新生态区，

‘3’即建好 3 种不同类型的科技创新平台，’
N’即推动若干企业自主创新。”璧山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据了解，大学城创新生态
区是集科研、孵化、展览、会议、办公、

制造、生活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中
心，在这里将营造鼓励创新的文

化生态，构建帮助人才致力
于科学研究的人才生态，聚

合科技创新平台的研发生态，
构建促进科技成果快速孵化落地

的产业生态，形成从种子基金到产业引导基金全链条的
金融生态。

在建设大学城创新生态区的同时，璧山科技创新平台的
打造已初见成效。以重庆康佳光电技术研究院为代表的专业
技术平台，专注于破解“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汇集了世界顶
尖专家团队近200人，完成了200多项专利申请，诞生了多项
全球“首创”技术。此外，璧山区还在筹建中新（璧山）科技创
新离岸孵化中心，把更多的科技成果引到璧山转化，建成后力
争随时有上百个项目在平台上孵化，每年有数十家高新技术
企业生成。

同时，通过大力实施“企业成长计划”，建设数字工厂、数
字车间，打造分布式工业互联网平台、流程式工业互联网平
台，用智能化为产业赋能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璧山区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也大幅提升。

靶向畅通科技成果孵化通道

璧山区双星大道52号，一栋外观普普通通的大楼内，聚
集着多家科技企业，汇集了一批优秀科技人才，研发了一批具
有行业领先水平的产品。

这里是璧山金融街CBD创业大厦，由重庆高新技术产业
研究院孵化的多个高新技术企业都在这栋大楼内。

7楼的重庆华创智能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是由重庆高新
技术产业研究院和重庆大学联合成立的一家研究型高科技企

业，核心团队都来自重庆大学。该公司是国内最早组建并从
事无线电能传输技术及系统的理论研究、技术开发及工程实
现的专业团队，功率等级覆盖100W~100KW全国首条电动
汽车移动式无线充电示范项目、苏州同里世界首条“三合一”
电子公路，都出自这个团队之手。在落户璧山后的不到一年
的时间里，公司研发的无线电能传输技术已用于无人机、
AGV、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水下设备等无线充电使用，从而
解决了特殊环境下供电的灵活性和安全性问题。

6楼的重庆平创半导体研究院，其团队是国内最早从事
碳化硅功率芯片研究及应用的团队之一，致力于发展新的半
导体技术、先进智能感知技术和高效能量转换与控制技术。
落户璧山后，平创以“高性能芯片”研发为牵引，引领智慧能源
创新发展，目前已研发和预研发多款电子元器件产品，并成功
应用到航空航天、国防装备、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
轨道交通等领域。

4楼的重庆峰极智能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同样成立于
2019年，以智慧能源、智慧城市、电力安全为主要研究服务对
象，构建了建筑物电气火灾智能监控系统、智能机关系统。该
公司自主开发的电子火灾智慧监控云平台，采用自主研发的
智能断路器和智能保护网关，通过采集断路器状态、导线电
流、导线温度、漏电电流等数据，进行不间断的数据跟踪与统
计分析。一旦发现隐患信息，系统不但会及时将信息推送给
企业管理人员，严重时还可自动远程跳闸保护，这样，就避免
了楼宇因线路老化和私拉乱搭、过载过流等原因导致的火灾，

消除潜在电气火灾安全隐患，达到防患于未“燃”的目的。
……
据了解，目前，以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为代表的科技

成果产业化平台，已成功孵化出包括重庆华创智能科技研究
院、重庆平创半导体研究院等在内的10家新科技企业，取得
了意向订单近亿元。

激发创新主体活力推动企业自主创新

9月11日，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蓝黛公司”），偌大的车间里没有几名工人，一道道工序都
由机械手和自动化设备来完成。

蓝黛公司是璧山本土培育成长起来的汽车核心零部件龙头
制造企业，过去一直生产手动变速器，主要为吉利、奇瑞等汽车
配套。随着手动变速器销量出现下滑，该公司从2010年启动
AT自动变速器研发，历时9年，投资近5亿元，最终成功研制出
6AT变速器，从一家老牌传统制造企业开始向智能化转型升级，
去年，该公司更是首次成为丰田、沃尔沃汽车的配套厂。今年，
顺应汽车产业智能化发展方向，该公司通过并购深圳市台冠科
技有限公司10%股权，构建起了新产品的研发、生产体系。

……
近年来，璧山区一方面鼓励制造企业智能化改造制造单

元、加工中心、生产线，推动建立一批具备自感知、自学习、自
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等功能的数字化车间和数字工厂，实现

企业自身吸附力对智能产业的集聚。另一方面依托现有产业
优势，实施产业链招商，不断加大对智能制造企业的引入，形
成新产业抱团发展，不断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

此外，璧山区还出台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孵化企业
优惠政策，筹建30亿元的重庆高新技术科创基金，专门孵化
高成长性的高新技术项目；构建以重点骨干企业和行业龙头
企业为主的产业科技创新联盟，提升璧山区重点产业和支柱
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今年8月25日，璧山区企业科技创新
联盟正式成立，这是我市第一个区县综合性科技创新联盟，首
批共有77家科创骨干企业加入。璧山区企业科技创新联盟
采用“1+7”的模式，下设7个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分别是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联盟、新能源汽车产业科技创新联盟、电子信息
产业科技创新联盟、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联盟、大
健康产业科技创新联盟、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和数字
经济产业科技创新联盟，成立后将促进行业上下游骨干企业
开展合作，“抱团”突破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通过共同研发、
成果共享，提高行业产业共性技术创新能力。

一系列的措施使企业创新热情激增，今年1月—6月，仅
璧山高新区便新增科技型企业146家，90家企业申报高新技
术企业，16家企业申报市级创新平台，康佳、青山、红宇等企
业申报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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