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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刚

同比增长86%！
9月7日，长安汽车公布2020年8月

销售数据。当月，长安SUV以22456辆
的销量，取得这样一个惊人的同比增幅。

长安SUV持续热销的最大动力，是
上 市 不 久 的 爆 款 车 型 ——CS75
PLUS。上市仅19天，该车型的预售订
单就突破1万辆。

车联网时代，只有智能化才能成就
爆款车型。据悉，长安CS75 PLUS搭载
了IACC集成式自适应巡航、自动紧急
制动、APA5.0遥控代客泊车等多达26
项智能驾驶功能，其中有14项属于长安
在国内首发的技术。

智能化，带来更加舒适、便捷的驾乘
体验。以APA5.0遥控代客泊车为例，只
要按下手机上的泊车键，CS75 PLUS就
能自动识别两侧可以停车的空位，并在
车位宽度大于车身71厘米的前提下，顺
利完成侧、斜、垂直等各个方位停车。

汽车的智能化程度越高，对生产管
理和制造工艺的要求也就越苛刻。大数
据智能化可有效提升管理效率、优化制
造工艺。CS75 PLUS热销的背后，正是
长安汽车从研发到制造再到销售的全程
智能化。

在研发环节，长安不吝投入巨资，购
买最先进的设备进行试验。例如，在发动
机喷雾燃油试验区域，记者看到在模拟发
动机缸体的定容弹内，汽油以不同频次、
不同距离、不同角度喷射出来，每秒拍摄
5万张照片的高速摄像仪借助激光进行
全程记录，最终通过采集的数据，计算出
发动机最佳的喷油状态，从而大大提高了
发动机的热效率。这项试验设备投入高
达上千万元，每一次试验花费达60万元。

在生产环节，焊接车间拥有机器人

532台，自动化程度达92%，可实现在一
条线上生产四款车型的柔性化生产。同
时，车间拥有蓝光自动检测、激光在线检
测等各种智能化检测手段，使得焊接精
度控制在1毫米以内。

此外，涂装车间拥有行业领先的全
自动机器人喷涂线，并应用排风二次回
收利用技术。总装车间实现了高自动

化、高柔性化及深度的人机工程，自动涂
胶和装配环节采用图像精准定位、自动
装配，物料实现自动分拣和自动运输。

在销售环节，各个终端门店和渠道商
反馈回来的用户数据，与智能工厂的生产
系统无缝对接，生产线以此进行自动排
产、实时盘存，通过优化保持最低库存，形
成了精益生产模式。以冲压车间为例，其

实际库存量低至1.5天，优于合资车厂3.5
天的水平，并使得冲压车间盈利能力提升
大约32.9%，减少运营成本14.1%。

长安公告显示，8月长安汽车整体销
售169415辆，同比增长35.6%，实现连
续5个月同比增长。2020年以来，长安
汽车累计销量同比增长 9.5%，达到
1165338辆，突破百万辆大关。

上市19天预售订单突破1万辆

长安爆款车型是怎样“智造”出来的

1.“渝快办”
获奖理由：以“互联网+”为政务服务

赋能，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路，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2.重庆市扶贫开发办公室“精
准扶贫大数据平台”

获奖理由：在一个平台上，联通政府
不同部门静态与动态两类数据资源，极大
提升了重庆扶贫工作的效率与精准度。

3.重庆市江北区数字化城市管
理监督指挥中心（重庆市江北区智
慧城市运营管理中心）“重庆市江

北区智慧城市管理”
获奖理由：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

术，让问题处理由被动管理转变为主动
管理，为新型智慧城市管理作出了有益
探索。

4.两路寸滩保税港区“智慧共
享物流中心”

获奖理由：服务园区所有工厂，实现
物流仓储的数据自动传输、出入库流程
标准化、全程无人化，极大提升了管理效
率和生产效率。

5.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汽车工厂智能综合应用”

获奖理由：通过物联网实现工作人
员与机器设备间的自动协作，实现数据

驱动下的精益化生产，为企业转型升级
提供了示范。

6.四联优侍科技养老产业有限
公司和重庆市北碚区大数据应用
发展管理局“居家老年人群全天候
智慧整合式安全监护”

获奖理由：实现对独自居家老人从
安全防范到健康监测等痛点问题的全覆
盖，“小切口、大民生”中的经典案例。

7.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全新一代大数据智能风控平台”

获奖理由：基于万亿级数据基础，利
用人工智能算法，形成了灵活迭代的风
控策略和千人千面差异化授信及风险定
价。

8.重庆忽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忽米工业互联网平台”

获奖理由：为重庆建设“智造重镇”
提供了强大助力，有效推动制造业企业
数字化转型。

9.重庆华略数字文化研究院
“城市记忆”文化大数据平台

获奖理由：实现文化数据跨机构、跨
地域的一站式聚合、集中化利用，为数字

文化领域夯实了新基建，提出了新思路。

10.重庆龙湖“智慧小区：重庆
龙湖两江新宸·云顶”

获奖理由：为智慧社区生活提供了
具有推广性的示范，是重庆市首个三星
级智慧小区。

本报讯 （记者 吴刚）我市在大数
据智能化应用中涌现出哪些先进案例？
它们有哪些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9月15日，由市经信委指导、重庆日报主
办的《2020重庆市大数据智能化应用发
展蓝皮书》发布暨2020重庆智慧应用示
范案例颁奖盛典举行。“渝快办”、精准扶
贫大数据平台、马上金融全新一代大数
据智能风控平台等项目，被评为2020重
庆大数据智能化应用十佳案例。

《2020重庆市大数据智能化应用发
展蓝皮书》认为，两年来，重庆以大数据

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
计划按下加速键。全市上下紧紧围绕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重点领域，加快实施一
批智能化应用场景建设，形成了面向民
生服务、城市治理、政府管理、产业融合、
生态宜居5个方面，包括智慧医疗、智慧
交通、“渝快办”、智能制造、智慧环保等
在内的18类重点智能化应用场景，覆盖
全市生产生活各个方面。

活动主办方称，举办2020重庆智慧
应用示范案例评选活动的目的，是希望
通过深度宣传大数据智能化应用案例、

遴选示范案例等举措，展现各区县、部
门、企业在大数据智能化应用的工作进
展和成效。

“不少企业、区县都试图通过大数据
智能化手段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
的增长点，但不知道从何做起。榜样的
力量是巨大的，评选出一批优秀案例，相
当于给大家提供了直接的学习对象，精
神上可以起到激励的作用，还能提供行
动上的方法论。”重庆大学计算机学院副
院长钟将说。

据介绍，本次参评案例主要来自市

经信委、市大数据局等部门推荐，共105
个。重庆日报、重报大数据研究院组织
重庆大学、重庆邮电学院等高校专家初
审出20个备选案例，在此基础上经过二
轮评审，最终评选出2020重庆大数据智
能化应用十佳案例。

本次入选的案例，广泛分布于智慧
政务、智能制造、智慧园区、智慧交通、智
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社区、智慧金融、
智慧农业、智慧文旅等领域，均体现出在
该领域的示范性、技术水平的领先性和
应用实践的成熟性。

《2020重庆市大数据智能化应用发展蓝皮书》发布

大数据智能化应用十佳案例出炉

重庆两江新区城市管理局“两江新
区智慧城管示范工程”

重庆市巴南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智慧政务”

中共重庆市永川区委政法委员会
“永川平安综治云项目”

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重庆
市企业融资大数据服务平台‘渝快融’”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全方位小微数字金融服务体系”

重庆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重庆市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
重庆飞象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阿

里云飞象空压机云智控”
施密特电梯有限公司“电梯智能制

造数字化车间”
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重庆市老

年病医院）“血糖全程管”

金科股份重庆区域公司“5M智慧健
康社区：金科美的新天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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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夏元

数字经济新时代，梁平区如何抢抓机遇，推动
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就此，梁平区委书记杨
晓云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重庆日报：下好数字经济先手棋，就能掌握更
多的发展主动权。在数字经济这片新蓝海，梁平如
何抢抓机遇，推动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

杨晓云：发展数字经济是世界潮流、时代机
遇。我们坚持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以创建国
家高新区为抓手，加快建设梁平新经济活力区，加
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重庆日报：梁平如何通过实施大数据智能化，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杨晓云：当前梁平正大力发展智能产业企
业，比如区内的平伟实业是全市集成电路产业
重点企业，拥有国内首个自主可控半导体离散
型智能制造车间，是科技部认定的国家企业技术
中心，为华为、三星等2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配
套。

通过聚焦5G通讯、人工智能技术，梁平正大
力支持平伟实业研发创新，加快推进射频5G芯片
项目和6英寸碳化硅芯片项目，并积极引进兰星
GPP芯片项目、天胜电子等上下游企业，加快补链
成群，建设1000亿级集成电路和电子信息产业集
群。

在加大智能化改造提升方面，梁平积极支持
百年张鸭子、奇爽食品等传统产业生产线智能化
改造，推动企业“上云”，已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65家、市级数字化车间9家。

另外，梁平还积极推进智能化运用，包括大
力发展数字农业，建设西部一流的智慧农业园
区重庆数谷农场；引进东方希望集团，发展200
万头生猪智能化高效养殖；大力发展智慧旅游，
开设“云上文旅馆”，开展“云上晒秋”；建成城
市智能大脑“两中心一平台”，打造亿联智慧小
镇、沿河创新社区、垂云楼智慧公园、赤牛城文
创产业园，让智能走进每个家庭，为高品质生活
服务。

重庆日报：参展本次线上智博会，梁平带来了
哪些发展成果？

杨晓云：智博会是大数据智能化发展的重要
平台。本次线上智博会我们以“云腾田园·智慧梁
平”为主题，全面展示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数字
农业引领的现代农业、智慧城市带来的便利生活，
通过展示智能化成果在各方面的应用，凸显智能
产业、智慧城市和智慧生活魅力。

梁平区委书记杨晓云：

云腾梁平
大有可为

（观看访谈视频请扫描海报上二维码）

（本组稿件由记者吴刚收集整理）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9月15日，
2020线上智博会线下展览之一——重
庆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应用场景展在铜
梁区金龙体育馆举行。该展览全方位、
多角度展示了我市运用信息技术推进市
域社会治理、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矛盾纠
纷调处、便民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成果。

阿里、华为、视联动力、百事得大牛
机器人等科技公司、互联网企业，市级政
法各部门和相关区县30余家单位参展。

“它是一个智能服务终端，当事人通
过它能实现网上立案、自助立案、撰写法
律文书等，真正实现了一站式诉讼服
务。”现场，重庆百事得大牛机器人有限

公司的小机器人引来不少市民围观、拍
照。工作人员介绍，这台机器人能模拟
法官和律师的思维，对用户进行意图识
别，并结合运算模型进行推理决策，一键
生成咨询意见书、民事诉状、仲裁申请、
报案材料等法律文书。目前，已在我市
部分区县以及贵州、四川等地投用。

此外，现场展出的安防科技产品和
相关智能化应用，不约而同地运用了大

数据、5G、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
新技术。“这些智能化设备和应用，为建
设大整合、高共享、深应用的社会治理智
能化共治平台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市委
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负责人介绍，我市以开展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为契机，以信息化智
能化建设为抓手，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
理为主线，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加快建设大整合、高共
享、深应用的社会治理智能化共治平台，
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
化、专业化水平。

作为应用场景展主办地的铜梁区，在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显著
成效，已入选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
点区。当前，该区正致力于形成“上面千
条线、下面一张网”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为政法赋能 为平安添彩

重庆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应用场景展举行

2020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应用
十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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