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夏元

大足有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拥有五金、汽摩等
传统特色产业，以及电子信息、电梯制造和消防无人机等新兴高端
智能产业。面向未来，大足如何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加速推动相关产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发展？对此，
大足区委书记于会文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重庆日报：此次参加了线上智博会，大足区带来哪些展示亮
点？

于会文：智博会是展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果的
重要平台。参展今年线上智博会，我们“有备而来”，重点展示了大
足的四款“宝贝”——

盛泰光电高清摄像头。盛泰摄像模组在国内处于行业领先地
位，客户有oppo、vivo、小米、三星等国际一流品牌。目前已成功
量产6400万像素摄像头，明年还将量产1亿像素摄像头，多项技
术属国内首创，填补了重庆数字经济发展的一项空白，预计未来
2-3年产值将超过百亿元，有望成长为独角兽企业。

消防无人机。这款装备能够快速到达高楼层，精准破窗进行
消防灭火，可以有效控制火势蔓延，弥补消防车云梯高度不够和通
行不畅的短板。

电梯维保智能物联网。通过这套系统可实现远程监控电梯运
行状态和报警装置，提高电梯应急救援速度和维保效率。

数字城市“管家”。它包括智慧城市、智慧住建综合平台，可以
提高城市智能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

重庆日报：当前大足区在发展数字经济、壮大智能产业方面有
哪些创新举措？

于会文：我们实施了“三步走”，第一步是扩大“朋友圈”，积极
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联合永川、内江、资阳等周边区市，
发起成立了成渝轴线智能制造联盟，依托巨腾笔电、宇海科技等行
业龙头企业，聚合上中下游产业链条，推动增长性、带动性强的高
科技企业成产业集群。

第二步是插上“新翅膀”，在五金行业率先建立工业互联网平
台，依托长安民生物流、猪八戒网等平台建设智慧园区、智能共享
体系，推动更多企业“上云”。

第三步是放水“养大鱼”，通过设立5亿元信贷专项资金，引导
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推动实施“机器换人”“设备换芯”“生产换
线”，并探索国有企业股权投资等模式，与企业共担风雨。

重庆日报：为什么大足选择在五金行业率先建设工业互联网
平台？

于会文：千年石刻，千年五金，大足五金是我们的靓丽名片。
率先把工业互联网运用在五金产业上，是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对
大足的重要指示，也是大足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完善产业链、
优化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之举，可以让五金产业“老树发新芽”，让
这张名片借助智能化变得“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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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区委书记于会文：

推动五金产业“上网”
让靓丽名片变“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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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9月2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住房
城乡建委了解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下发通知，重庆、武汉、福
州等18个城市入选第二批装配式建筑范例城市。

装配式建筑是将大量构件在车间生产加工后，运到工地上组
装拼接，不仅能让楼房建造更加便捷，而且节能环保。

市住房城乡建委人士介绍，近年来，重庆市以发展装配式建筑
为切入点，以智能建造为引领，以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
施工、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理、智能化应用为主要内容推进建筑
产业现代化。

截至目前，全市共实施了装配式建筑项目超过90个，建筑面
积超过400万平方米。预计今年，全市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面积将
达1000万平方米以上。

在发展装配式建筑的过程中，我市还形成预制混凝土构件
210万立方米、钢结构构件150万吨、内隔墙部品1400万平方米
的年产能，每年可满足1000万平方米装配式建筑建设需求，部分
产业已形成对外辐射能力。

为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市住房城乡建委日前还出台了《重庆
市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简
称《政策措施》）。《政策措施》提出，全市政府投资或主导的建筑工
程项目以及有条件的轨道交通、道路、桥梁、隧道项目将全面采用
装配式建筑或装配式建造方式。

此外，从本月起，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办公、商业、文教、科研
等社会投资公共建筑和计容（即计算容积率）建筑规模5万平方米
及以上的居住建筑应在供地方案中明确装配式建筑实施要求，且
中心城区各区每年在建设项目供地面积总量中实施装配式建筑的
面积比例不低于50%。我市将力争到2025年底，全市新开工装
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不低于30%。

重庆入选全国第二批
装配式建筑范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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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骏

9月23日，重庆市市长国际经济顾问
团会议（下称市长顾问团年会）第十五届年
会将召开。

基于疫情防控方面的考量，本届市长
顾问团年会将在线上进行。届时，在各大
洲的15位顾问嘉宾将以视频连线形式，与
市长进行“云交流”。

如何确保这场“云交流”顺畅、安全？
筹备这场会议，重庆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重庆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连线欧美，平均延迟在500毫秒以内

本届市长顾问团年会在线上进行，届

时，嘉宾们将隔着屏幕与市长见面，确保网
络运行通畅，是年会成功举办的关键。

“为了确保会议期间的网络速度，我们
找到了中国电信重庆公司，让其开设了网
络专线。”市长顾问团筹备组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条网络专线配备了两个上行速度每
秒600兆的网络，有一个作为备用，以防意
外情况。

目前，会议现场网络运行状态良好。
经技术组多次测调试，现场网络无论连接
欧洲还是美洲，平均延迟在500毫秒以内，
最高延迟不超过1秒。

网络安全，也是保障市长顾问团年会
成功举行的关键。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
相关部门派遣专员，对会议系统的架构和
逻辑进行了检测，确保其安全、可控。同
时，会议举行期间，网络安全部门也会实时
监控，防范病毒、黑客的出现。

最优方案：解决软件和时差问题

“在本届市长顾问团视频软件选择上，

我们也讨论了很久。”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
说，不少顾问嘉宾参会时都不在中国，选择
国内常用的软件并不合适。

经过多次讨论，最终决定本届市长顾
问团年会的视频软件，使用微软的Teams。

“一方面，微软是顾问企业之一，能够
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另一方面，这个软
件也是疫情发生后，欧美常用的视频办公
软件，比较成熟。”市长顾问团技术组相关
负责人说，这个软件更符合顾问嘉宾日常
办公习惯。

除了视频软件，会议举行的具体时间
也经过多方论证。

以往市长顾问团年会，顾问嘉宾齐聚
重庆，没有时空距离。本届年会，嘉宾顾问
分处不同大洲，所以无论是线上会见，还是
主题会议，都要一一核实、换算、磋商时间。

主题会议时间定在下午3点半，也是
目前“最优方案”。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一时间是与顾问嘉宾讨论并征得同
意后得出的结果，能够充分保障绝大部分

嘉宾的作息安排，仅有个别嘉宾由于时差
原因是在晚上参会。

500余特定观众，凭账号进直播间观看

本届市长顾问团年会，重庆将与国内
知名视频直播平台合作，开设专门的直播
间。会议开始后，拥有账号的人，可进入直
播间实时观看会议情况。

“我们会有针对性地开放一些账号。”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说，市长顾问团秘书
处会发放500多个账号，主要分发给未能
直接参会的顾问企业、重庆区县、相关部门
和单位的特定观众。届时，直播间的参会
人数，将与以往线下会议规模基本持平。

“我们希望通过‘线上’年会，打造一场
全球视野、国际思维的思想盛宴，让重庆与
众多跨国公司高管一起，集智共商开放发
展，携手共谋美好未来。”市商务委主任张
智奎说，线上会议，可以最大程度减少人员
聚集、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做到疫情防控不
放松、国际交流不断线。

确保本届市长顾问团年会“云交流”安全顺畅

视频连线各大洲 网络延迟不超过1秒

9月21日,朝天门小商品市场,市民正挑
选国庆中秋饰品。

今年国庆和中秋“喜相逢”，市民将迎
来 8 天长假。为营造双节喜庆氛围，众多
市民走进节庆饰品市场选购五角星气球、
手工灯笼、卡通宫灯及中秋礼盒、拉花、兔
子等精美挂饰。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节日饰品市场
喜庆气氛浓

□本报记者 杨永芹

1月24日，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启动城
市公共交通一级应急预案，加大公共交通
设施消毒频次；

1月25日凌晨，4名党员公交驾驶员递
交申请书，承担起运送武汉乘客隔离观察
任务；

1月26日，500多个党组织迅速成立
“突击队”“服务队”，近9000名党员、7000
余名团员投身疫情防控一线；

……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集团5万余名

干部职工坚守岗位，筑起一道道公共交通
疫情防控坚固防线。”9月21日，重庆交通
开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方宇对重庆
日报记者如是说。

疫情发生后，重庆交通开投集团按照
“乘车不排队、车辆不拥挤、出行不受阻”的
总体要求，坚持以“更严更实更细更快”的

举措，不计成本，综合施策，科学调度，分阶
段制定公共交通运营保障方案，全力以赴
做好交通疫情防控工作，全力以赴保障市
民畅通出行。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严格落实乘客乘坐
公共交通必须佩戴口罩的要求，及时劝返
未戴口罩乘客；在公交始发站、全部轨道站
点现场设置720余处体温检测点和发热乘
客观察隔离区，工作人员共检测发现并移
送处置发热乘客271人。

针对复工复学出行需求，公交集团开
行地面公交小巷巴士、“点对点”定制公交

出行服务和包车业务等，所有轨道列车、
8000余辆公交全部上线运营，10000余名
驾驶员轮班值守。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还多举措推动轨道
交通建设等项目复工复产。截至8月底，
集团共完成投资227.2亿元、占年度计划
72.9%，同比增长37.8%；完成103个轨道
公交换乘站点提升建设任务，新开、调整公
交线路105条。

一系列举措，有效地保障重庆公交系
统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车轮常转”，
满足了市民出行需求。目前，中心城区
公共交通日均运送客流约700万人次，基
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居全国大型城市
前列。

“今年以来，集团累计运送乘客15亿
多人次，未发生过一起病毒通过公共交通
大规模传播的案例，集团5万多名在岗职
工‘零疑似’‘零感染’。”李方宇说。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全力做好公共交通疫情防控

构筑“车轮上”的坚固防线

□本报记者 陈钧 见习记者 王天翊

2020线上智博会落下帷幕，在线上展
厅的“智能制造”板块，中冶赛迪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中冶赛迪”）展厅点击量，居在
渝央企前列。

中冶赛迪原本是一家从事冶金项目设
计咨询企业，展品中并没有AI虚拟主播、
工业机器人等新奇好看的产品，是靠什么
收获了如此多关注的？重庆日报记者就此
展开采访。

云端城市管理平台成为“城市大脑”

“江北区石马河街道宏帆路132号位
置已出现20毫米以上积水，请注意防范积
水可能造成的灾害。”

今年 8 月的一个凌晨，中冶赛迪基
于Q-TOUCH云端城市管理平台（简称
Q-TOUCH平台）打造的重庆市排水防涝
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平台发出预警，管理
人员立即进行处理。

Q-TOUCH平台是本届智博会上，中
冶赛迪在线上展示的核心产品。

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原本是一家从
事冶金项目设计、咨询的企业。近年来中
冶赛迪将信息技术与工程技术相结合，搭
建了国内首个基于自主芯片架构的数字基
础设施，从而研发出中冶赛迪在线上展示
的Q-TOUCH平台。

中冶赛迪Q-TOUCH平台好比一个
“超级大脑”，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主要

手段，通过产品+解决方案的融合方式，实
现城市大数据聚、通、用，打造城市高质量
发展驱动引擎，提升城市精准治理。

重庆市排水防涝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
平台，就是Q-TOUCH平台在防灾减灾领
域的应用实践。目前，重庆市排水防涝监
测预警与应急响应平台已接入江北区内涝
监测数据、水位监测数据，通过将智能设备
采集到的数据与气象数据相结合，进行自
动判断和预警提示。

同时，系统还会进一步分析内置模型，
初步判断内涝发生的原因，管理人员也会
在第一时间收到来自系统的预警短信，从
而精准、高效地处理险情，处理进度可以通
过现场监控画面进行查看。

中冶赛迪还将延伸智能设备的铺设区
域，预计到2023年将覆盖整个大重庆范
围，并不断加强与气象、城管、交巡警等部
门的联动，协同做好城市内涝的防御。

值得一提的是，Q-TOUCH平台还可
为解决智慧城市落地过程中不断增加的
问题的可复制性提供技术支持。作为一
个基于事件的管控平台，它的通用性功能
每3-4个月就会进行一次迭代，方便使用
者快速开发出相应领域的新产品和新的解
决方案。

目前，Q-TOUCH平台已成功运用到
智慧政务、市政管理、城市建设、工业园区
管理等领域。具体项目除重庆市排水防涝
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平台外，还有国资监
管大数据平台、国家应急管理部智慧机关

平台、消防安保管控平台、贵阳市白云区智
慧城市物联网平台、湛江钢铁水处理集控
可视化系统、武钢铁前和热轧3D数字孪生
应用系统等。

CISDigital工业互联网平台助力
打造全流程智慧钢厂

中冶赛迪在展厅“C位”，展出了CIS-
Digital 工业互联网平台（简称 CISDigital
平台）。

这款 CISDigital 平台的 1.0 版本于
2019智博会上正式亮相，是我国钢铁行业
首个工业互联网云平台。CISDigital平台
是中冶赛迪融合云计算、移动互联、物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自主开
发的一站式云平台，可以为流程工业提供
包括智能生产管控、企业运营及外部生态
协同等服务。

“该云平台能够融合钢厂内部的智能
化生产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无边界协
同，打造开放可扩展的智能化应用开发生
态，为行业发展提供智能制造云化解决方
案。”中冶赛迪相关负责人介绍，CISDigi-
tal平台正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众多钢
厂进行大规模推广，预计将实现10亿元产
值。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国内包
括宝武韶钢智慧中心、湛钢智能原料场、八
钢热轧高温无人钢卷库等“智慧工厂”，均
运用了CISDigital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CISDigital工业

互联网平台已升级到2.0版本。5月和6
月，中冶赛迪分别与永锋集团和中天钢铁
集团签订协议，实现了CISDigital平台从
单个冶炼车间向钢铁企业全厂、全流程应
用以及上游供应商、下游用户延展，加速助
推钢铁行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

多个首创性标杆项目吸引内行
“看门道”

参与本届智博会布展，中冶赛迪诚意
满满地亮出了“家底”，展示了其打造的行
业首个全厂智慧水务工程、首套智能化无
人原料场、首个智慧集控中心等多个全球
首创的智能制造标杆项目。

比如，今年7月，中冶赛迪研发的全球
首套智慧铁水运输系统在宝武湛江钢铁全
面投用。依托“AI决策大脑”，可实现机车
匹配路径最短、任务下发时机最优、路径选
择效率最佳，提升各环节衔接效率，标志着
铁水运输“无人化”时代正式开启。

去年10月，由中冶赛迪打造的全球钢
铁行业首个全厂智慧水务工程宝武湛钢智
慧水控中心正式投运，打通了钢厂“取水制
备-供给输送-循环利用-废水排放-处理
回用”各环节的信息流。

随着系统和岗位的集中融合，生产管
控从以前各单元追求局部最优，到现在
全厂追求全局最优，全流程的“跑冒滴漏”
一图掌控，水量平衡一表呈现，用水治水的
效率和效果均得到根本性提高。“通过这个
水控中心，我们真正做到了厂区废水零排
放。”中冶赛迪信息公司常务副总裁杨博
说。

“智能制造专业性比较强，并不是适合
‘看热闹’的领域。”中冶赛迪相关负责人认
为，中冶赛迪线上展厅中聚集的多是专业
观众，行家里手来“看门道”，是公司展厅能
获得高人气的重要原因。

中冶赛迪：为工业和城市打造“超级大脑”
吸引众多行家里手“看门道”，智博会线上展厅收获高人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