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6日、17日，
首届“团结湖杯”数智
重庆·全球产业赋能创
新大赛总决赛和2020
线上智博会“数智赋能
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
展”高峰论坛在江津区
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
业园举办。这是江津
区以“四个一”（每年举
办一次大数据智能产
业发展高峰论坛、建成
一个3平方公里的团
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
园核心区、引进一大批
大数据智能产业项目、
建成并升级改造一批
大数据智能产业项目）
举措落实以大数据智
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数字赋能江津区消费
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体现。

2020线上智博会
“数智赋能消费品工业
高质量发展”高峰论
坛，以“运用云计算、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前
沿技术推进消费品工
业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集聚“产、学、研、
用”各界专家学者，共
同为江津“智能制造”
发展把脉献策，助力
江津制造产业转型
升级和变革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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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汇江津

消费品工业涵盖轻工、纺织、食
品和医药等工业门类，是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民生性、支柱性、
战略性产业。与新兴的互联网产业
不同，消费品工业是最传统的产业之
一。以其中的食品饮料行业为例，白
酒等饮料生产工艺可以千年不变，仍
能满足日常所需，同时承担着重要的

经济角色。
重庆具有良好的消费品工业基

础，有江小白、金龙鱼、桃李面包、冷
酸灵、谭木匠等知名消费品品牌。来
自重庆市经信委的数据显示，2019
年全市规上消费品工业企业实现产
值3213亿元，占全市规上工业产值
总额近两成，“小、轻、新”的消费品工

业成为全市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
构、惠民生的重要力量。

消费品工业行业门类多、产能规
模大、产业链长，生产方式的传统面
临着可预见的发展瓶颈。仍然以白
酒为例，瓶装酒生产的过程中，受到
原材料质量以及加工工艺等因素的
影响，产品中难免会出现各类缺陷。

由于缺陷种类复杂、体积极小等原
因，生产厂家往往需要投入大量人力
成本用于产品质检，机器代替人工质
检、解放质检劳动力成为生产厂家的
迫切需求。智能制造成为重构制造
业新格局的重要动力和抢占制造业
竞争制高点的必由之路。

对症下药，江津区的智造之路

迈向智能制造之路并非坦途，前
沿技术尚未成熟，工业生产场景千变
万化，一项智能化技术在工业生产线
中的落地往往需要耗费数年的时间，
投入巨大且难以复制。消费品工业
更是如此，其智能化升级注定是一条
难而正确的道路。

政府的决心和落实能力决定了
产业升级和工业智能化的环境土壤，
如何在漫长的升级之路上前行，考验
地方政府的决心和魄力。江津区在
消费品工业升级上展现出了坚定的

决心和果断的行动力。
江津是重庆工业大区，截至2019

年底，当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411
家，实现规模工业产值1287.6亿元。
江津是国家新型工业化（装备制造和
粮油食品）产业示范基地，消费品工业
是江津区五大支柱产业之一。

2018年，江津区委、区政府出台了
《江津区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
驱动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
明确在强化大数据智能化产业招商引
资的同时，加快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发展，重点通过支持企业机器人
换人、数字生产线、数字车间、智能工厂
建设加快推进智能制造升级发展，促进

“江津制造”向“江津智造”转变。
9月16日、17日举行的首届“团

结湖杯”数智重庆·全球产业赋能创
新大赛总决赛和 2020线上智博会

“数智赋能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高峰论坛，紧紧围绕江津推进“智能
制造”、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主
题而开展。

首届数智重庆·全球产业赋能创

新大赛中，“瓶装酒自动化质检”取得
丰硕成果，参赛选手对瓶盖、标贴、喷
吗等检测识别准确率可达到99%，酒
液缺陷的检测准确
率达到 95%以
上。

在2020线上智博会“数智赋能消
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上，中
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常务副
校长黄维认为，柔性电子是智能时代
的关键核心科技，是我国具有优势的
研究领域，目前在一些关键方向已取

得创新突破。如果抓住这一机
遇，就可以真正实现颠覆性技

术创新，孕育出具有高附加
值甚至超高附加值的产

业附加值特征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支柱

产业、重要产
业。
中 国 工 程

院院士、浙江大学
教授、浙江大学机械工

程学院院长杨华勇认为，
工业互联网和AI主要的战

场就是制造业，重庆作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区域，应
在制造业找到数字化转型的新路径，
这不仅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起到引领带头作用，在全国制造的转
型升级当中也会找出自己的特色，找
到新的路径。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信息技术
中心原首席顾问、中国船舶独立董事
宁振波认为，智能制造的前身是数字
化制造，而数字化制造的成功是基于
数百年来传统制造业打下的物理制造
的基础。工业范式的创新是应用软件
定义的数字化模型来实现的，因此软
件定义数字模型乃至定义一切，都必
须具备强大的物理实体的基础。智能
制造难点是建模，焦点在仿真。

中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室首席专
家董景辰认为，“十四五”时期智能制
造发展应注重三个要点：一是拉动内
需，巩固和发展现有内需市场，弥补现

有市场的不足，开发和挖掘新的消费
市场，挖掘“未消费市场”；二是构建安
全高效的产业链，通过补“短板”、实现
进口替代、突破技术与产品的瓶颈，提
升产业基础能力，利用好工业互联网
和数字化制造的供应链协同平台，实
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三是提高企
业质量效益水平，大面积推广企业智
能化改造，积极采用产品的数字化设
计，大力发展生产型服务业。

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副局
长杨帆表示，“团结湖杯”数智重庆·
全球产业赋能创新大赛围绕工业大
数据，利用AI先进计算算法，在视觉
质检、智能生产、智慧仓储等不同的
场景进行应用，助推企业转型升级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期望大赛能成为
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
合发展的长期性赛事，推动挖掘更多
应用场景，创造更多智能化新产品、

新 模
式、新职
业，促进线
上消费、线上服
务、线上管理新业
态，助力打造平台
经济、共享经
济新的增长
点，赋能
数 字

经 济
高 质 量
发展。

献言献策，推进江津消费品工业发展
论坛上，来自各方面的专

家还围绕“消费品工业高质
量发展的机遇与实践”进

行圆桌对话，就江津如
何推进江津消费品

工业高质量发展
积极献言献
策。
国际著名

光通信科学家、山
东大学信息科学与工

程学院院长、海信宽带
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长黄卫平建议，推进江津消费
品工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从投资

的角度、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所有问
题。

阿里云数字工业业务总监朱金
童认为，江津有非常好的自然环境，
也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很多非
常好的大企业，比如像江小白一样的

消费品工业企业，在技术、能力等方
面具有很好的基础。如果江津整个
区域有操盘手或者运营公司，能够把
资源进一步去整合，就能够让江津去
吸引更多的流量、资金、物流等，让资
源汇聚。这方面其实需要有商业生
态，要有运营思维。下一步，阿里不
管是从技术上还是运营的理念上，都
可以跟江津一起走得更远。

雪浪云创始人CEO王峰提了三
点建议。第一是从制造业中来到制
造业中去。第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尽快把已经被“抢了”或者将要被“抢
了”的那些知识技术背后对应的一些
高校和信息研发机构与制造业产品
结合起来，落地开花，而不仅仅是作
为学术上的一个台本。第三是建议
江津要将赛事和论坛继续办下去，这
会带来更多的机会，带来更多的人
流，带来更多的资金流。

路晟（重庆）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CEO关山认为，推进江津消费品
工业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是聚焦打
造特色产业，这样才能构成江津自己
的独特风格。

重庆江小白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运营总裁江金彪表示，江津对消费品
工业非常重视，江小白在江津也发展
比较好。他认为，要推进江津消费品
工业高质量发展，一要拼人才，二要
拼政策。未来在吸引人才方面，可以
出台一些更好的政策。从企业自身
来讲，因为数字和智能发展每个产业
的基础其实不一样，有的时候其实是
非常的薄弱。很多企业不要说智能
化，其实自动化都没有达到，但在这
个过程中要实现从传统的手工制造
到自动化到智能化，再到数字结合，
这种投入其实也非常大，建议可以在
这种产业的基金方面做一些思考。

江津区区长毛平表示，江津位于
重庆主城都市区，是国家新型工业化

示范基地，培育了装备制造、汽摩、新
材料、电子信息、消费品五大优势产
业集群。近年来，江津区大力实施以
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行动计划，坚定不移走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发展之路，以
科技为产业赋能，以创新为发展助
力，加快实体经济优化升级，推动数
字经济蓬勃发展，全力打造重庆科学
城南部科创中心、创新成果转化基
地，并以此为“硬核”，着力将江津打
造为重庆大数据智能产业新的投资
热土。他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多为江
津消费品工业把脉问诊、献计献策，
推动消费品工业向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迈进，欢迎广大企业家来江津
创新创业、投资发展，携手共创美好
未来。

张亚飞 陈元媛 唐楸
图片由江津区委宣传部提供

江津区团结湖
大数据智能产业园推介

成立背景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庆向西”“高

新区扩容”“科学城落户西区”等规划利好的背
景下，“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园”顺应重庆产
业再次腾飞的城市发展趋势，立足片区发展基
础，开展自主创新，积极带动江津区产业升级，
全面配合江津区融入科学城、高新区，实现片
区产业提档升级，助力高新区成为重庆经济发
展的新引擎。

目标定位
科学城南部创新中心、大数据智能产业基地。
规划建设
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园已完成城市设

计、控规编制；总投资3.9亿元的1000亩湿地公
园将在年内动工建设；4.2万平方米的公共服务
中心及酒店正在装饰装修；福城南干道东段建
设加快推进，项目竣工后，将与与九江大道、南
北大道、团结大道形成闭环；110KV变电站正在
加速推进，预计2021年启动实施；首期总投资
约50亿元的团结湖产业园公建设施项目正在

进行可研编制，预计2021年初部分项目动
工建设；大数据公园已建成投用。
产业布局
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园实行“一核四心”

产业布局。“一核”即以双福新区团结湖片区为
核心，包括团结湖以北、团结湖以南两大板块，
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其中团结湖水体面积约
1000亩，湖湿地公园面积约1000亩。“四心”为
双福财富中心、江津区科创中心、联东U谷产业
园智能智造中心、圆润产业园智造中心。

产业定位
以“1+3+X”的产业发展定位，即以大数据

智能化应用（“1”）为基础，发展智能硬件、传感
器、人工智能（“3”）为主导的智能产业，衍生若
干个具体行业（“X”），建设大数据采集、存储、

应用及智能制造一体化的产业园。
截至目前，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

园已引进油动多旋翼无人机、人工智
能微波芯片、3D眼镜、健康信息、反隐

身测试及隐身维护支持系统、智能感知
系统、重庆智能视觉产业基地、科技智慧小

区、中国科学院科技产业化网络联盟（重庆）产
业基地及西部科创中心项目、西北工业技术研
究院重庆产业基地及西北工业技术（重庆）研究
院项目、重庆浪尖工业设计研究院、罗普特安全
科技产业园等近30多个大数据智能相关项目，
协议引资超100亿元。其中浪尖科技、华崛佳
业、西北工业技术（重庆）研究院等16个项目已
经建成营业或试生产。

区位交通
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园位于江津最北

端、重庆高新区最南端，是重庆高新区（江津园）
核心组团，与璧山区仅缙云山一山之隔，与九龙
坡区金凤、含谷、白市驿、西彭接壤，距离重庆大
学城、西永微电园约10分钟车程，是重庆“绕城
高速经济带”上最为便利的科技开发区域。

产业园拥有公路、铁路、航空、城市轨道等多
式交通网络。公路方面，通过园区快速干道能迅
速连接到成渝高速、绕城高速、九永高速，拥有走
马、双福北、双福南、三界4个匝道口，可在8个小
时内通达西南各大省会城市；铁路方面，距离中
欧（重庆）班列班列起点站（团结村）编组站约15
分钟车程，距离渝昆高铁江津北站约1公里；城市
轨道方面，轻轨5号线将于2021年建成通车，轻
轨17号线将在“十四五”时期建成通车，乘车站点
距离产业园核心区仅约1公里车程；航空方面，距
离重庆江北机场约60公里，50分钟车程，距离重
庆第二机场拟选址地约10公里。

圆桌研讨会圆桌研讨会：：瓶瓶
装白酒质检难题装白酒质检难题
落地探讨落地探讨

““团结湖杯团结湖杯””数智重庆数智重庆··全球产业赋能创新大赛总决赛颁奖仪式全球产业赋能创新大赛总决赛颁奖仪式

观点碰撞，专家把脉智能智造

江小白生江小白生
产流水线产流水线

明峰医疗高端智能明峰医疗高端智能
医疗器械产品医疗器械产品

团结湖大数据智能团结湖大数据智能
产业园产业园（（效果图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