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ONGQING DAILY 7

2020年9月 17日 星期四

主编 隆梅 美编 李梦妮

重庆市数字经济（区块链）产业园揭牌
本报讯 （记者 夏元）9月16日，在2020

线上智博会分论坛，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高
峰论坛上，工业互联网QID标准（重庆）联盟
（简称联盟）举行成立仪式。该联盟将加快推进
我市建成“一个标准、一次检验、一张证书、全球
接受”的新一代工业互联网国际标准互认体系。

据介绍，该联盟的成立，是今年4月浪潮
集团与两江新区管委会签署《中新工业互联网
标准研究中心及国际标准联盟战略合作协议》
的后续行动。联盟汇聚了国家知识产权发展
研究中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关村标准
协会、“一带一路”南亚标准化研究院等国内外
多个知名标准研究机构部门，联盟下设理事
会、战略咨询委员会、专家技术委员会等多个
机构。

“服务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
项目。联盟成立后将围绕工业互联网标准体
系，助力我国与新加坡开展标准互认研究，以
此打通两国数据通道，降低双边市场准入门
槛，引领国际贸易数字化、线上化和便捷化。”
浪潮集团高级副总裁肖雪称，联盟将从工业
互联网产业发展实际出发，通过培育完善工
业互联网标准体系互认、产品标准互认和标
识解析互认，加强标准应用推广及产业协作，
加快区域基础共性、总体性、安全性等重点领
域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打破工业互联网“国际
壁垒”。

肖雪表示，联盟成立前期将围绕标准研究、
技术创新、企业应用等研究方向，就工业互联
网、跨境电商、工农业等领域开展标准化研究、
技术创新及企业应用推广。特别是围绕工业互
联网标准研究方向，联盟将以现有的通信技术
和新基建建设为基础，结合重庆与新加坡两地
优势产业开展标准化研究。随后，浪潮集团还
将与多家合作机构一道，打通进出口贸易的订
单、设计、生产、供应链及后续服务等全流程数
据关口，借助区块链等技术，实现贸易数据流转
全程上链，保障贸易数据安全，消除“数据鸿沟”
助推服务贸易便利化。

工业互联网QID标准
（重庆）联盟成立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见习记
者 王天翊）9月16日，吉利科技集团在
2020线上智博会上举行发布会，首次发
布亮相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与智能换电
站。

换电站是换电模式的核心。在换
电站内，新能源汽车能够快速更换电
池，确保续航。吉利科技集团亮相的

“双仓式智能换电站”，占地约126平方
米，内置39个充电仓位，车辆可在站内
快速换电，单个站每天可服务近1000
车次。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车
开进换电站后，根据语音提示信息抵达
相应位置。随后，汽车底部会有一个机
械臂自动更换电池，整个过程仅需1分
多钟。

吉利科技集团首席执行官徐志豪表
示，吉利于2017年开始研究换电模式，历
经三年的研发，首座智能换电站落地两江
新区礼嘉智慧公园，这是吉利换电生态建
设里程碑式的一步，也是吉利科技集团换

电模式走向全国的第一步。
未来，吉利科技集团将以重庆两江新

区为起点，逐步向浙江、山东等全国各地
辐射布局，覆盖全国范围内各大城市、高
速路网等。

今年内，吉利科技集团将在重庆建
设完成35座换电站，计划到2021年，将
在重庆建成100座换电站，2023年计划
落成200余座换电站，将重庆打造成换
电示范城市。

徐志豪表示，吉利科技集团将以
本次发布换电模式为契机，持续深耕
换电生态，发展智慧能源服务业务，助
力重庆打造“智造重镇”、建设“智慧名
城”，为中国新能源产业创新发展作出
新贡献。

吉利科技集团在渝首发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
首个智能换电站落户两江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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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9月 16
日，中国数据中心产业发展大会2020
（重庆）峰会在南岸区举行。会上，重庆
联通智·云“同城三活”数据中心宣布竣
工。这也是全国首个运营商级“同城三
活”高端数据中心，将成为支撑重庆数字
经济发展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
成部分。

数据中心是助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
要载体。市政府2020年6月发布的《重
庆市新型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行动方
案(2020-2022年)》明确提出，加速数据
存储体系建设，谋划建设同城双活、同城
灾备、异地灾备等数据中心，实现相互间

双活备份、热备份与冷备份，形成布局合
理、功能兼容、上下联动、平滑扩展的数
据存储基础设施体系。在此背景下，重
庆联通智·云“同城三活”数据中心应运
而生。

据了解，“同城三活”数据中心由中
国联通西南数据中心、重庆同城双活数
据中心和江南大数据产业园三个数据中
心共同组成，形成了“同城三活”的布局
及“同城灾备”“边缘云”等全方位的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服务体系，将面
向企业等社会公众客户提供机架机柜等
基础设施租赁服务和云服务。

中国联通西南数据中心位于两江新

区云计算产业园内，计划总投资45亿
元，规划建设机架14000架，已于2014
年2月投产。目前，已投产机架达4500
余架，在建机架达6000余架。重庆同城
双活数据中心布局在长寿经开区，计划
总投资20亿元，规划建设机柜10000余
架。其中一期项目预计2020年10月投
产4500余架机柜。江南大数据产业园
位于重庆经开区，计划总投资10.43亿
元，规划建设4000架以上的机柜。目
前，一期项目已建成1500架机柜，计划
于2020年10月投产。

重庆联通智·云“同城三活”数据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联通布局的“同

城三活”数据中心，能够在因自然灾害等
因素造成数据中心损毁时，最大限度保
护客户数据安全——分布在三个地方的
数据中心，具有相同的运算、支撑系统，
当其中一个甚至两个地方的数据中心受
损无法运行，剩下的数据中心便会自动
承担相应的功能，从而让数据中心能够
继续正常运行，不会丢失客户数据。

本次峰会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主
办。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重庆大学
教授周尚波等多名业内专家、企业代表，
围绕新基建、数字经济和数据中心等领
域的热点话题展开探讨，为重庆发展数
字经济建言献策。

全国首个运营商级“同城三活”数据中心在渝竣工

中国数据中心产业发展大会2020（重庆）峰会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实习
生 胡雨彤）9月16日，2020线上智博
会分论坛之一的英特尔FPGA智能创新
国际峰会举行。本次峰会由智博会组委
会和英特尔公司主办，设置了主题演讲、
在线论坛、云上FPGA智能创新秀、在线
FPGA智能创新展区等多个环节，嘉宾
在峰会中分享了FPGA领域的前瞻性战
略与研究成果，助力FPGA创新生态的
发展。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吴

存荣作视频致辞。
据了解，全球数据量不断增长，数据

形态和处理方式都发生着革命性变化，
FPGA作为一种高性能低功耗的可编程
芯片，在数据处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2018年 12月，英特尔FPGA
中国创新中心在西永微电子产业园正式
启动，一年多以来，该中心在专业人才培
养、研发成果转化、创新企业的培育等方
面贡献突出。

英特尔公司副总裁兼可编程解决方
案事业部总经理大卫·乔·摩尔表示，我
们正处在一个激动人心的转型时期，
5G、AI、智能边缘和云计算等转折性技
术的拐点正在重塑我们生成、分析和利
用数据的方式，“英特尔FPGA中国创新
中心是我们与中国的开发者和合作伙伴
合作，利用英特尔FPGA释放数据潜力
的成功典范，该中心今年计划培训3000
名开发人员，目前已培训2000名，相信

FPGA技术能够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
生活。”

“科技创新的刚需在进一步加速，从
而推动世界向前发展。”英特尔中国战略
合作与创新业务部董事总经理李德胜
说，全球每天产生的数字化数据，以及计
算、存储、网络的需求都在爆发式增长，
全面科技的创新带来全面计算的创新，
希望和合作伙伴一道，共建全面的科技
创新生态，加速推动智能应用落地。

英特尔FPGA中国创新中心今年将培训3000名开发人员

英特尔FPGA智能创新国际峰会

工业互联网
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

本报讯 （记者 吴刚）9月16日，
2020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区
块链高峰论坛在渝举行。在数百名行业

“大佬”见证下，重庆市数字经济（区块
链）产业园（简称区块链产业园）揭牌。
此后，全国乃至全球区块链企业在渝落
户，将有更优质的空间载体和更优良的
发展环境，重庆区块链产业也将加快集
聚发展。

据悉，区块链产业园位于渝中区高
九路虎头岩转盘旁，前身是2017年成立
的重庆市区块链产业创新基地（简称区
块链基地）。当年，我市在全国率先出台
《关于加快区块链产业培育及创新应用
的意见》，大力支持发展区块链产业。随
后，市经信委与渝中区政府联合启动该

基地建设。两年多来，我市通过强基地、
招企业、引机构、出政策、建联盟、办论
坛、优生态等多举措，着力构建应用生态
圈，培育了一批本土区块链企业，也吸引
了一批全国知名企业前来投资落户。

例如，在硬件建设方面，2019年，区
块链基地成功接入中新国际互联网数
据专用通道、成为全市7个接入该数据
通道的园区之一。在软件服务方面，基
地成立了全国首个省级区块链应用创
新产业联盟，建成区块链测试认证中
心、区块链人才培训中心等产学研配套
体系。项目所在地的渝中区，设立总规
模5亿元、首期1亿元的生物医疗和区
块链引导基金，扶持区块链等新兴产业
发展壮大。

在区块链技术的转化应用方面，我
市围绕民用政用商用，在新型智慧城市、
商贸服务、金融服务、大健康等领域开展
区块链应用试点，积极探索“5G+区块
链”新模式，鼓励企业探索区块链规模化
商用模式，以渝中区中小企业监测平台
等为代表的一批区块链应用场景正加速
落地。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区块链基地建
成载体20万余平方米，签约浪潮、IBM
等世界知名企业，培育帮帮链、金窝窝、
小犀智能等本土龙头企业，相关企业已
发展形成“区块链+品牌项目”成熟模式。

例如，浪潮在区块链+公共服务领
域，金窝窝在大数据应用BaaS服务中台
领域，创敏科技在区块链+智能锁方向，

小犀智能在区块链+工业仿真云领域，均
取得一定先发优势和良好效果。

据工信部赛迪区块链研究院发布的
《2019中国区块链产业园发展报告》，重
庆区块链基地综合竞争力排名全国第
五，进入第一梯队。

此次揭牌，标志着区块链基地正式
晋升为区块链园区。以此为契机，我市
将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利
用区块链技术探索公共服务、医疗社保
等数据“上链”工作的先试先行，争取
用2-3年时间，培育一批具备核心技术
研发能力的重点实验室、检测中心、适
配基地等，集聚一批进入国家信创项目
目录的示范企业，打造国家级信息安全
产业园。

本报讯 （见习记者 何春阳）在16
日举行的无人平台智能化应用峰会上，
全国首个无人智能物流发展联盟正式签
约成立。联盟将整合资源，促进无人物

流落地发展、规模化应用，并形成无人物
流相关的行业标准。

会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国科学
院、通航主管部门等单位的与会代表做

大会交流，介绍了无人平台智能化未来
发展的趋势，如集群化、实现全程“在线”
作业的通信链路、真无人化的自动机场，
基于物联网的数字孪生等先进技术，以

及对未来发展生态的展望。
高原山区新鲜食材怎么运输？偏僻

农村突发险情该如何配送药品物资？在
无人机应用于物流领域后，这些难题都
迎刃而解。例如，顺丰的物联无人机应
用已成功打破传统运营模式，打造出一
个全新商业模式，不仅克服了偏远地区
陆路交通不便、时效性差的问题，同时大
大降低了物流人工成本。

全国首家无人智能物流发展联盟在渝成立

重庆是中国西
部地区唯一的直
辖市，经济发展
迅速。我们选
择重庆作为换
电模式与智能
换电站的首发
地，也是看好重
庆的发展前景，
希望以重庆为中
心，同步扩大新能源
换电模式的辐射范围。

吉利科技集团换电模块总
负责人杨全凯：

以重庆为起点，
扩大换电模式辐射范围

观点嘉宾

（本栏稿件由记者夏元、杨骏,见习记
者王天翊整理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无人平台智能化应用峰会

当企业运用工业互
联网技术，能够在生
产过程中自动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
就 像 人 体 干 细
胞一样具备自
我更新修复能
力。通过在生
产 环 节 运 用 工
业互联网技术，
企业的生产、成本
核算等流程将更加

“智慧”。由浪潮与两江
新区共同开发的工业互联网公共
服务平台，将推动更多渝企实现线上协同办
公、网络化协同研发设计和线上生产过程管
控，加快应用更加尖端的工业互联网技术，为
渝企数字化转型赋能。

浪潮集团副总裁、浪潮工业
互联网总经理庞松涛：

“工业干细胞”
为渝企数字化转型赋能

区块链高峰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