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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麟

2020线上智博会，南岸区与重庆经开
区收获颇丰。

一是展区火爆，自智博会线上展馆开
放以来，截至智博会闭幕的9月17日18∶
00，南岸·中国智谷·重庆经开区线上展厅
的访问量、热度榜单及点赞量三项指标均
名列前茅；二是成果丰硕，南岸区、重庆经
开区智博会期间累计签约项目46个，合同
金额693.1亿元。

南岸区与重庆经开区在本届智博会上
的表现，为何如此亮眼？业内人士认为，该
地区产业集聚程度高、政府与企业推荐与
合作意愿强烈、智能技术较为前沿是主要
原因。

领跑“热门展商小时榜”

智博会期间，进入中国智谷·重庆经开
区线上展厅，各种眼花缭乱的智能化技术、
产品和应用让人应接不暇。

依托7颗风云卫星、14部气象雷达、
2000多个地面气象观测站每天产生的近
1000G数据，每秒进行315万亿次计算，实
现3公里分辨率集合数值气象预报——这
是展厅里重庆云辑数字科技展示的气象+
大数据云平台，该平台依托云计算、物联
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构建了智慧
气象系统。

在该展厅，先进的智能化项目覆盖了
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智慧建造、信息安
全、科技金融等多个方面。例如，广阳岛
智慧创新生态城展台，就向观众介绍了从

“高可靠供电、绿色智慧用能、新型智慧城
市建设”三方面开展的广阳岛能源互联网
示范区建设。在绿色用能方面，广阳岛将
通过推广光伏发电系统、江水源热泵供
冷/供热系统、地源热泵系统等建设，实现
智慧用能；通过充电设施建设、港口岸电
建设、无人驾驶电动汽车应用和电动汽车
分时租赁平台建设，实现岛内100%绿色
出行。

工业互联网是南岸区和重庆经开区的
重点发展领域，展厅对落户的阿里飞象、树
根互联和信息通信研究院进行了重点展
示。工业互联网通过硬软件结合的物联网
手段，为企业生产设备添加数据收集、设备
诊断、运行状态可视化等能力，打通了厂内
智能制造、厂外智能运维的产品全生命周
期价值链。

“南岸区与重庆经开区的展示内容有
新意、有看头，专业程度也很强，满足了各
类参观者的需求。”一位专业观众在谈到参
观该展厅的体验时表示。

据了解，智博会三天时间里，在线上区
域合作展区的59个展厅中，南岸·中国智
谷·重庆经开区持续在“热门展商小时榜”
排名第一；在所有551个线上展厅中，访问
量开幕当天12∶30-21∶00排名至首位，之
后一直稳定在第二至第八位，以及区县展
馆排名的第一至第五位。

目前，重庆经开区线上展厅总点击访
问量突破34万＋人次，并且仍在持续增
长；点赞量突破8000＋次，在551个线上展
厅中排名第三。

大批智能企业集中签约

展厅背后，其实是南岸区与重庆经开
区全面发力大数据智能化的发展路径。

“我们希望依托线上智博会等重点活
动，实现重点区域有新形象、产业培育有新
成效、招大引强有新项目、营商环境有新提
升。”南岸区相关人士表示。

功夫不负有心人。南岸区与重庆经开
区在智博会期间的签约项目中，总部基地
类项目有8个，金融科技、区块链项目有6
个，其余项目涉及智慧城市、数字生活、大

数据应用、云平台，以及智能制造、研发创
新、科技创新、5G新基建、数字游戏、动漫
产业、数字文旅等，可以说没有一个项目与
大数据智能化无关。

其中，网易在重庆经开区布局的项目
尤为引人瞩目。根据协议，南岸区政府与
网易将在重庆经开区共同打造网易文创数
字经济产业园，积极整合文化创意、新媒
体、游戏等上下游产业，打造集总部结算、
软件研发、新媒体运营等功能为一体的百
亿级数字文创产业基地。

在网易方面看来，南岸区有优越的地
理和生态环境条件，都市文化与生态休闲
旅游则提升了当地的文化品牌价值，再加
上高效的政务服务水平和优质的营商环
境，十分适合培育打造智能产业。

与网易有相同感受和判断的企业不
少。

其中，重庆吉斯瑞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在重庆经开区投资10亿元，建设2条国内
领先的全自动智能化粉针剂生产线，实现
年产1亿瓶粉针剂的生产规模。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将在重庆
经开区打造拓维信息西南总部，建设拓维
信息智能边缘计算设备研发生产基地、拓
维信息智能制造研发中心、拓维信息物联
网全国总部。

中设投资有限公司携手同济大学与南

岸区、重庆经开区，对标雄安设计中心共同
打造重庆设计中心。

智博会重点项目陆续落地

智博会期间，南岸区与重庆经开区还
迎来了项目落地的好消息：vivo重庆研发
生产基地二期项目在重庆经开区正式开
工。该项目总投资4.6亿元，建设10万平
方米研发生产用房。项目建成后，vivo将
聚集3000余名高端研发人员，在重庆经开
区开展智能移动终端产品软硬件研发测试
工作。预计今年vivo在重庆的5G手机产
销比重将超过50%。

积极围绕智博会这一国际平台做文
章，南岸区与重庆经开区收获颇多。

近期，中国智谷（重庆）软件园项目开
园签约的智能制造项目——梦马致新已完
成场地装修并入驻。

2019年智博会，总投资100亿元的重
庆软件园作为市级重大项目签约。目前，
重庆软件园已聚集了科大讯飞、阿里健康、
广联达等一大批智能领域的头部企业，正
在成为重庆建设“智造重镇”和“智慧名城”
的重要引擎。

与重庆软件园同期签约的甲壳云城市
大脑应用项目，目前也正在重庆经开区加
紧施工，总投资50亿元，计划用5年时间打
造公共安全服务运营平台。该项目以物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构建市域防
控现代化共享服务体系，包括云盾小安、云
盾安保、智能追踪、云盾慧眼、市域防控
App等多个智能终端应用，可形成一套覆
盖全国的可视指挥调度系统。目前，该平
台初级版本已经上线，能支撑十万级组织
用户、千万级个人用户同时在线，未来将在
重庆、四川部分区、县市域防控现代化建设
中发挥作用。

南岸区在2018年智博会上签约的中
国华录·重庆数据湖产业园项目也取得实
质性进展。该区相关人士透露，在排除前
期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后，项目已计划于
今年11月开工。该项目总投资50亿元，由
广阳岛数据湖示范基地、城市数据湖产业
园、华录数据湖小镇三部分构成。

项目建成后，将具备不低于2000PB的
冷热混合、光磁一体存储能力和配套数据
计算能力。项目正式运营5年后，将实现
不低于50亿元产值，成为立足当地、服务
全市、辐射西部的大数据智能化产业新引
擎。

线上展厅访问量热度点赞量均名列前茅

智博会上 南岸与重庆经开区表现亮眼

□本报记者 陈钧 见习记者 王天翊

2020线上智博会闭幕后，作为智博会
主会场的礼嘉智慧公园又有大动作。

9月19日，曾在首届智博会国际馆亮
相的体验场景——玩湃社区智慧足球乐园
（简称足球乐园），在礼嘉智慧公园开园。

足球乐园引进欧洲先进的智能运动体
系，包括TORO四门智能球场、社区足球俱
乐部、荷兰智能足球教室、MEMO触摸罗
盘、SONA数跑彩虹等五大体验场景，能够
利用智能化设备实时监控、记录、运算运动
过程，通过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形成个性化
运动指标体系。

转化智博会优秀成果，将“黑科技”置
于城市开放空间，变为市民可体验的场景，
这是礼嘉智慧公园不断进行的创新尝试。

不仅仅是礼嘉智慧公园，重庆日报记
者了解到，两江新区正瞄准智慧之城打造
美丽江湾，在沿嘉陵江的礼嘉、悦来片区推
动联动发展，建设智慧湾区。

礼嘉建“智造重镇”“智慧名
城”风景眼

无人驾驶车在路上自由穿梭，遇到行
人及时停让；高清摄像头实时跟踪游客运
动情况，通过大数据分析呈现消耗热量并
进行运动排名；隐藏在道路两侧的红外
线感知设备随时监测温度，用喷雾降温
驱散夏日的燥热；通过VR沉浸式体验设
备打网球、踢足球，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健康
生活……

过去的一年，这些看似未来的生活应
用，在礼嘉智慧公园内已成为触手可及的
日常体验。

5G馆、艺趣馆、云尚体验中心、云顶集
市4个场馆；云尚花海、智慧步道、云尚观
景台等25个场景和无人驾驶车、机器人钢
琴弹奏、VR沉浸式体验设备等50个体验
项目，成为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贴近自
然、养生游憩的休闲体验场所。

“礼嘉智慧公园将人工智能、大数据、
物联网等技术完美结合，以场景化创意构
建智慧生活体验。”两江产业集团董事长李
毅说。

在推动智能化的同时，礼嘉还注重保
护绿色生态本底。

以礼嘉智慧公园为例，该公园沿江依
山而建，江、山、湖交融，把白云山、白云寨、
白云湖、金海湾4个生态公园串联起来，不
仅保留了300多年历史的白云寨遗址，更
在区域原有自然生态特色的基础上，突出
江、山、湖的空间联系。

李毅介绍，礼嘉智慧公园乃至礼嘉片
区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人文化发展方
向，保护好生态本底，运用好智能要素，促
进人文与科技完美融合、生态与智慧交相
辉映。

“我们还将紧盯科技创新前沿，聚焦智
博会各种展示，持续更新迭代智慧体验场
景，全力打造重庆‘智造重镇’‘智慧名城’
的风景眼。”李毅说。

悦来用“生态+智慧”让城市
更“聪明”

水生态有“警察”和“医生”，可对水体
进行实时监测及反馈；建筑工地有“眼、耳、
鼻”，听得见噪音、嗅得出隐患……在两江
新区悦来国际会展城，大量智慧化建设应
用于城市生态领域，城市也变得更“聪明”。

坐落于悦来会展公园的悦来生态馆周
围绿树环绕，在这座集生态、海绵、智慧于
一体的综合性建筑里，有一块反映海绵城
市建设信息的监测电子大屏，这是悦来国
际会展城的海绵城市建设信息监测平台。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在悦来18.67平
方公里的范围内，设置了近400个海绵监
测点，监测到的数据通过无线传输，回传至
悦来海绵城市建设信息监测平台的控制中
心，显示在这块电子大屏上，实现对悦来海
绵城市建设的实时监控。

悦来投资集团董事长王菊梦表示，悦
来国际会展城正以智慧应用为核心，高质
量打造智慧悦来应用场景。

具体举措包括：优化完善悦来云计算
平台、悦来地理三维信息系统、悦来城市操
作系统三大智慧基础设施；建设线上会展
平台，推动硬件智能化、云端生态化，丰富
会展应用场景和表现形式；建设智慧安防
系统，提升城市安全管理水平；完善智慧生
态系统，实现悦来新城空气质量、粉尘、噪
音、温度、气候、雨水系统、污水系统以及公
园的在线监测、实时维护、仿真预测和管理

决策；完善智慧交通系统，打造具有会展特
色的动静态交通诱导体系，让城市运行更
通畅。

此外，悦来国际会展城还将探索悦来
“智会”与礼嘉智慧公园场景展示的联动机
制，围绕吃、住、行、游、娱、购等拓展智能体
验场景，建设智慧会展体验场馆和相关智
能体验设施，构建高品质智慧生活场景。

四个联动发展打造礼嘉悦
来智慧湾区

为推动礼嘉悦来联动发展，两江新区
已成立推动礼嘉悦来联动发展指挥部，并
由两江新区主要负责人任指挥长。

9月19日，两江新区召开推动礼嘉悦
来联动发展指挥部第一次会议，两江新区
主要负责人要求礼嘉悦来瞄准两江新区建
设智慧之城的目标，强化统筹联动和资源
整合，加快补齐设施建设短板，围绕吃、住、
行、游、娱、购等拓展智能体验场景，探索建
设智慧全功能区，推动礼嘉、悦来片区做好
协同联动发展文章。

就具体行动而言，礼嘉、悦来片区将主要
聚焦交通、产业、功能、风貌四个联动发展：

在交通联动方面，将全方位打通道路、
桥梁、隧道等基础设施，加快规划建设谢家
岩路、礼悦路，建成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缩短
至5分钟。建设客运渡口，完善智慧轨道
交通、响应式公交等智慧交通布局，打造时
光步道、云上缆车等慢行系统，有效串联沿
嘉陵江景点，形成内畅外联交通网络。

在产业联动方面，将发挥平台各自优
势，延伸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提升价值链，
构建以会展经济和数字经济为主导的现代
产业体系。两平台已成功举办三届智博会，
成为智博会重要承载地和智慧元素集聚地。

在功能联动方面，将着力补短板、锻长
板，加快星级酒店、高级学校、综合医院、城
市公园等建设，培育形成展览展示、物流配
送、特色食宿、商务商旅、休闲娱乐全链条
功能。目前，礼嘉、悦来片区共有学校8
所、儿童医院1所、社区医院2所。

在风貌联动方面，将深挖人文底蕴特
色，全面提升道路、建筑、公园、崖壁、夜景
等品质，加快智慧社区、智慧场馆建设。国
博中心海绵改造项目入选国家住建部经典
案例库，建成全市首个三星级智慧小区。

两江新区瞄准智慧之城打造美丽江湾

礼嘉悦来联动发展建设智慧湾区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9月15日，航拍礼嘉智慧公园。 记者 龙帆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智博会上，重庆经开区的中国智谷（重庆）科技园展示厅展示前沿智能技术。
特约摄影 郭旭/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夏元

2020线上智博会闭幕后，参会区县如何趁势而上，
持续推动大数据智能化发展？对此，北碚区委书记周旭
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重庆日报：此次线上智博会北碚区展示了哪些亮
点？

周旭：我们采取“线上展厅+线下论坛”的方式，展
示了北碚在智能制造、智慧赋能、智慧应用等方面的进
展。

线上，我们通过北碚云展厅，系统呈现智慧型服务
机器人、数字孪生平台等22个特色项目；覆盖数据、物
联等领域的忽米H-IIP工业互联网平台在北碚向全球
首发。

线下，我们举办了2020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重庆分院、国家工业互联网大
数据重庆分中心两大“国字号”平台在北碚揭牌；推动
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园开园，并与重庆市工业大数据
制造业创新中心签约，中电光谷等6个综合配套项目落
户。

重庆日报：近年北碚区借助智博会平台，在推动大数
据智能化发展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周旭：智博会是智能要素、创新要素的大集聚。近年
我们借力智博会，重点在资源集聚、项目建设、智造赋能
等方面下功夫。

在资源集聚方面，先后引进航天云网、国信优易等一
批优质企业，形成覆盖“材料+设计+制造+封装+集成”
智能产业生态链；引智一批“两院”院士等大数据智能化
领域顶尖人才。

在项目建设方面，推进航天科创云制造平台等
163 个大数据智能化项目建设；推动“5G+工业互联
网”融合发展，建成5G基站1722个；实施“三长联动”
智慧缙云、互联网+政务服务、民营经济智能服务等一
批智慧应用项目，让各类市场主体和广大群众享有更
多数字红利。

在智造赋能方面，以智能化改造提升汽摩、装备制造
等传统优势产业，培育了国家级绿色工厂2个、创新示范
智能工厂5个、数字化车间19个，完成113个项目智能
化改造，推动1500余家企业“上云上平台”，大数据智能
化领域企业产值占全区规上工业企业产值比重超过
60%。

重庆日报：下一步，北碚区如何进一步推进大数据智
能化发展？

周旭：我们将突出发展人工智能、智能装备、工业互
联网、智能传感器等智能产业，努力让智能化持续为经济
赋能、为生活添彩，具体做法包括——

用好“三个平台”。依托水土高新园、蔡家智慧新
城、高新区歇马拓展园，打造产业承载平台，构建“芯
屏器核网”全产业链和“云联数算用”全要素群发展优
势；抢抓西部（重庆）科学城发展机遇，加快集聚高校、
科研院所等优质资源，推动“产、城、景”深度融合，努
力把北碚歇马拓展园打造成为“智能创新谷、宜居公
园城”。

做强“两个龙头”。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产业生
态园、传感器特色产业基地，发展网络化协同、个性化
定制、服务型智造等新模式新业态，重点培育20个以
上智造骨干企业，建成1个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更
好发挥“一园一基地”区域支撑、集群带动的重要作
用。

打造“先行示范”。到2022年推动全区实施100
个智能化改造项目，全区所有规上企业实现智能化改
造，其中全区85%以上的企业迈入数字化制造阶段，
65%以上迈入网络化制造阶段；推进智慧林长、智慧河
长、智慧旅游、智慧城管等应用，做优大生态、大旅游、
大健康，建成全市智能制造先行示范区和新型智慧城
市典范。

⑧

北碚区委书记周旭：

突出发展智能产业
让智能化持续赋能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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