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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嘉宾
2020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本报记者 罗芸

因煤而立、因煤而兴，在煤矿资源
逐渐枯竭后又因煤而困、因煤而衰——
作为全国第二批、重庆首个资源型枯竭
城市，万盛经开区不断探索资源型城市
转型之路。

通过重构产业体系、重塑矿区形
象、重建绿色生态，2018年万盛成为全
国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绩效考核7个优
秀城市之一；去年，万盛地区生产总值
迈上200亿元台阶，是2009年的5倍。

重构产业体系
“煤三代”做起出口订单

10月15日下午，万盛经开区平山
工业园区耀皮工程玻璃厂内，镀膜玻璃
生产线正在生产一批将发往迪拜的棕
色镀膜玻璃。

繁忙的生产线上，27岁的徐维东沉
着地检查玻璃质量。作为厂里的技术骨
干，他已当了两年多的班长。“其实我是
个‘煤三代’，在18岁参加工作的时候，
根本没想到会到‘地面’来上班。”徐维东
笑着说，把“地面”两个音咬得很重。

徐维东的爷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从四川老家进了南桐煤矿采煤队，是资
深的煤矿工人；1986年，徐维东的父亲
又进入煤矿，成为一名钳工。

万盛煤炭产量一度占四川1/4、重
庆的一半，为重庆乃至全国煤炭、钢铁
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上个世纪九
十年代前，能进煤矿前途无量。

2012年，18岁的徐维东进了煤矿
救护队，“我待了两年就出来了，因为那
时当矿工已经是‘前途无亮’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由于煤炭市
场持续疲软，万盛也陷入发展窘境：
1999年，GDP负增长，有的煤矿企业曾
连续几个月发不出工资。20世纪90年
代中后期，万盛开始提出产业转型，直
到2008年，才以“资源型城市转型推进
年”为主题，正式吹响转型发展冲锋号。

2014年，徐维东进了新建成的耀
皮玻璃厂，在发运岗位工作。这家企业
的产品主要发往西南地区，作住宅门窗
玻璃用。2017年，企业决定转型升级生
产幕墙玻璃。与传统玻璃相比，镀膜玻
璃产值要高出1倍。徐维东报名参加镀
膜生产线的技术培训并当上了班长。

现在，耀皮生产的幕墙玻璃年产量

超过200万平方米，产品销往全国各
地，还出口澳大利亚、阿联酉、日本。

徐维东及家族长辈的经历，折射了
万盛重塑产业体系的历程。

通过三十多年重构产业体系，万盛
坚持壮大接续产业、发展替代产业、培
育新兴产业，实现产业由“地下”到“地
上”的转变：通过“退矿进一”，大力发展
水果、蔬菜等特色农业，使其成为经济
转型中新的增长点；通过“退矿进二”，
利用已有工业优势，形成煤电化工、新
型材料、装备制造三大传统优势产业和
医药健康、电子信息、通用航空三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构成的“3+3”产业集群；
通过“退矿进三”，依托独特的喀斯特地
貌发展旅游业，黑山谷等成为重庆知名
旅游胜地。

目前，万盛煤炭采掘业产值占工业
总产值比重由最高 72%下降到 5%。

“3+3”产业集群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
值比重超过80%，累计认定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30户、市级科技型企业192
户，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
重超过1/3。与此同时，“全域旅游·活
力万盛”也深入人心。

重塑矿区形象
老矿工从棚户区搬进“公园”

今年69岁的范昌荣，每天健身走

的步数在1.3万步以上。“每天早饭后，
从家出发沿着孝子河散步，莫提有好安
逸！”范昌荣穿着运动鞋，甩开手臂大步
走起来。河边树荫下，健身的人们三五
成群，一边谈笑一边健身走。

范昌荣曾是南桐煤矿洗选厂工人，
他说，孝子河是万盛的母亲河，但以前
河边有三四个煤矿，污水全往河里排，
把河水也染成了黑色。

“以前的万盛是个‘光灰’城市。”范
昌荣感叹，“倒回去三十年，哪能想到，
我们会有一天住进公园。”范昌荣父亲
也是煤矿工人，最初家就安在五零一片
区。这一片都是连排的矿工宿舍，每个
矿工一间。在范昌荣家里又陆续添了
4个弟妹后，他和父亲用碎片贴着单间
宿舍修起了两间“干打垒”。这样一来，
原来的过道变成了仅容一人过的“一线
天”。“当时住房困难，矿区家属区到处
是这样的‘扩建房’，这儿的棚户区就是
这么来的。”范昌荣说。

2010年，范昌荣和家人搬进了楼
房，告别了曾经22户人共用一个水龙
头的艰辛日子。

目前万盛完成采煤沉陷区、工矿棚
户区、城市棚户区“三区”改造243.8万
平方米，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至21平
方公里。这也让2.5万余户像范昌荣
这样的居民能以较低的成本搬进新居，

为产城融合奠定了基础。
在“三区”改造同时，城区还建起大

量绿地：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43%；各类公园数量达到40余个，居民
离家两三百米便能遇到公园；累计改造
村容村貌10余万平方米，美丽宜居、绿
色示范村庄占比达53%。

重建绿色生态
矿工靠生态“吃饭”

最近一段时间，望着已长到乒乓球
大小的青色沃柑，关坝镇凉风村刘荣桂
天天都乐得合不拢嘴：“沃柑是晚熟柑
橘，明年初才成熟，但国庆来预订采摘
的游客已有好几拨了。”

今年55岁的刘荣桂和大多数村民
一样，曾是关坝煤矿的矿工。“一家只有
两三亩地，种的粮食只够自己吃，不下
井娃都养不起。”刘荣桂回忆道。

在一次事故中，刘荣桂的大腿骨
折。这意味着他失去了下井的机会，只
好回家打点零工。2015年初，他家被
识别为贫困户。

凉风村所在的关坝镇是万盛小煤
窑较为集中的区域，许多农民靠进矿打
工维生。2014年底时村里贫困发生率
为13.8%，其中有相当比例是因为矿井
事故而致残、致病。

作为全国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
地区，万盛38家地方煤矿全部关停，淘
汰煤炭落后产能260万吨。转型，成为
凉风村这样的“煤矿村”的首要课题。

为此，该村确定了在修复、发展生态
的基础上，重点发展特色休闲垂钓、生态
果蔬种植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子。

2017年，刘荣桂在干部的帮扶下流
转60亩地种植晚熟柑橘。今年初，刘荣
桂试挂果的沃柑每公斤售价达12元。

“我的沃柑只准备搞游客采摘，正
常情况下预计年收入可以达到5万元以
上。”刘荣桂说，“以前我这个靠煤炭吃
饭的，以后就靠种树吃生态旅游饭了！”

据统计，万盛通过持续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完成造林育林26.8万亩，全区
森林覆盖率达55.3%，成功获批国家第
二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在转型过
程中，万盛不少农村地区自觉践行“两
山论”，通过“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
化”，找到新的增收途径。

产业重构有了新前途“三区”改造住上新楼房 乡村振兴吃上旅游饭

昔日煤矿人的“绿色”新生活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重庆日
报记者10月15日从市金融监管局获
悉，该局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小
额贷款公司做好实体经济金融服务的
通知》（以下简称“小贷8条”），鼓励小
额贷款公司推出更多针对小微企业的
信用贷产品，为企业纾困，为“稳企业保
就业”提供助力。

今年2月，市金融监管局出台了
“小贷9条”政策，提出了引导小贷公司
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好金融服务、助力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的9条措施。

市金融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出台的“小贷8条”政策，是此前“小
贷9条”政策的延续和深化，旨在鼓励
小额贷款公司继续支持疫情防控，做好
实体经济金融服务。

这8条政策包括：持续服务实体经
济、落实尽职免责制度、支持积极化解

不良资产、适度调整产品监管要求、推
广科技创新运用示范、优化监管评价机
制的运用等。其中强调，鼓励小额贷款
公司合理减费让利，推出更多针对小微
企业、“三农”及个体工商户的首贷、信
用贷、无还本续贷产品。开发消费信贷
产品，支持合理消费需求，助推经济发
展。

为引导小额贷款公司积极、主动面
向小微企业、“三农”及个体工商户放
贷，“小贷8条”政策从监管方面进行了
激励。如：在涉及支持抗疫相关的盈利
能力、不良贷款、尽职免责等考核指标
方面，适当调整对小额贷款公司高管人
员和相关业务人员的考核标准，提高考
核的容忍度；小额贷款公司可通过债转
股、以物抵债、资产证券化、资产管理公
司收购、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回购等多种
方式消化不良贷款，盘活存量资产，释
放公司流动性；优化监管评价指标体
系，进一步提高小额贷款公司服务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持实体经济贷款
的评分比重，适度调整对其不良贷款
率、盈利性指标的相关要求等。

重庆再推“小贷8条”政策
鼓励小贷公司以信用贷产品支持小微企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嘉宾声音 >>>

万盛经开区丛林镇，汽车行驶在农村公路上。近年来，当地通过规模植绿行动和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将绿色还给矿山。（摄于9月9日） 特约摄影 曹永龙/视觉重庆

2020线上智博会大数据智能化高
峰会上，360集团董事长兼CEO周鸿
祎表示，相比过去，数字时代有三大特
征：一切皆可编程、万物均要互联、数据
驱动业务。

周鸿祎说，这些特征，意味着网络
安全、数据安全的风险，将遍布在所有
场景当中，并直接关系到业务安全、社
会安全和国家安全。所以，城市、企业
都需要在推进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新基
建、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的同时，把安

全作为数字化的基础，构建起真正护航
数字化的安全能力。

周鸿祎说，360集团为应对数字时
代安全风险和挑战，把过去15年服务
社会、服务企业和服务国家形成的独有
安全能力，包括云端安全大脑、云端基
础设施和云端公共服务，转化成面向城
市、行业和企业的一套以安全大脑为核
心的安全能力体系。目前，360集团的
这套体系已经在重庆、天津等中心城市
以及一些央企落地。

360集团董事长兼CEO周鸿祎：

要构建护航数字化的安全能力

2020线上智博会大数据智能化高
峰会上，博世集团执行副总裁贺艾德认
为，在数字化和新技术领域，中国已有
多个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比如人工智
能。同时，借助智能基础设施的优势，
中国更有可能在智能网联汽车（ICV）
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贺艾德说，博世一直为中国众多工
厂提供智能互联制造解决方案，同时积
极与中国制造企业分享知识和经验，支
持国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在2019年

智博会上，博世工业4.0重庆创新中心揭
开面纱。该中心集工业4.0展示、技术支
持、培训和整体方案提供四大功能于一
体，将推动重庆生产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经过一年运营，该创新中心已为约
100家企业和机构、约2000人提供了
智能制造专题培训，并为重庆约100家
企业提供了相关咨询服务。

贺艾德还表示，博世集团将持续为
中国提供更多的尖端技术，支持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 （记者杨骏整理）

博世集团执行副总裁贺艾德：

中国已在数字化和新技术的多个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实习
生 张凌漪）10月15日，渝中区负责
人在2020年重庆解放碑论坛上透露
最新规划：以解放碑—朝天门区域作
为核心区，重点打造解放碑—来福士
绿色金融大道；串联解放碑、朝天门、
十八梯三大城市地标，打造世界级消
费大道。

渝中区委副书记、区长左永祥表
示，解放碑步行街获批全国五条示范
步行街后，将以成为全国步行街沟通
交流和发展成果展示平台为目标，围
绕消费升级、产业提质、空间互联、文
化挖掘等方面，高起点、高水平、高标
准实施改造提升“十大工程”。

在消费升级方面，渝中区将聚焦
发展区域首店、行业首牌、品牌首秀、
新品首发“四首经济”，提高新消费供
给质量，依托“街区、小巷、天台、江岸、
步道”五大资源要素，构建多元化消费
场景。

在产业提质方面，围绕金融大道打
造，渝中区将巩固提升金融业集聚优
势，成立重庆金融研究院，设立解放碑
金融发展顾问委员会，打造商业步行
街与中央商务区融合发展的新高地。

同时，实施空间互联工程，高水平
打造解放碑—朝天门、解放碑—十八
梯等步行大道，通过优化景观节点、改
造建筑立面、增添绿化景观、完善标识
系统、改善交通组织，串联三大城市地
标，打造世界级金融大道和消费大道。

此外，渝中区正着力打造六大金
融集聚区，将3.5平方公里的解放碑—
朝天门区域作为核心区，建设重庆金
融街金融总部集聚区，重点打造五一
路—民族路—新华路绿色金融大道；
在解放碑区域打造外资金融集聚区；
在朝天门区域打造中新合作金融服务
业集聚区；在打铜街—下半城区域打
造金融历史文化风貌展示区。将1.6
平方公里的两路口—化龙桥区域作为

拓展区，在化龙桥区域打造新型金融
集聚区，在两路口—化龙桥区域打造
金融中介集聚区。

左永祥还表示，未来，渝中区将充
分发挥解放碑“十字金街”天然秀场优
势，联合各类知名IP，举办名品新品发
布、影视首映、名家签售等品质活动，
让解放碑成为重庆的响亮名片、金字
招牌。

当天下午，渝中区还举行了重庆
解放碑金融发展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年
会。会上，渝中区邀请了52名自全国
和全市经济领域、金融领域的领导、知
名专家、行业高管，担任顾问和咨询顾
问，组建“金融智库”，打造重庆金融业
高质量发展的交流合作平台，这个“金
融智库”将为渝中区提升金融能级和
全市建设内陆国际金融中心提供有力
支持。

渝中区在2020年重庆解放碑论坛上透露最新规划

打造世界级金融大道和消费大道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
民：

渝中区是主城区的一部分，其规划
发展，要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和方向。目
前，国家层面提出了很多与重庆有关的
发展战略，像“一带一路”、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等。渝中区的发展，应该
围绕这些国家重点战略，做出相应规
划。城市只有实现人、经济、自然的均
衡，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
员王一鸣：

渝中区需要打造全国一流商圈，这
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
内容。成渝地区是未来中国重要的经
济群，想要协同发展，相互的“循环”是
必要的，而通过商贸实现这种“循环”，

就是很好的方式。成渝地区应该联合
培育发展有竞争力的产业链，形成以重
庆和成都为中心的供应链、产业链、创
新链，更有效地去拓展国内市场。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副院长张威：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新的形势赋
予了步行街发展更多的使命和要求。
重庆解放碑步行街的建设可圈可点，
尤其解放碑是国内首批示范步行街，
希望未来在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促进形
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中间，发
挥步行街独有作用。步行街的建设，应
该是一个综合性发展载体，在商、旅、
文、会、展等各个方面都需要作一个有
机结合。

（记者杨骏，实习生张凌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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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刚

10月13日，两江新区礼嘉片区一
栋并不起眼的办公楼里，一块硕大的
LED屏上，显示着一幅布满星星点点
的中国地图。这里，是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海装）的数据中心。

地图上的每一个星点，对应着一座
风力发电场。全国数十个风力发电场
上千台发电机组的实时运行情况，一目
了然。通过大数据智能化技术手段，中
国海装不但实现了对发电机组的实时
监控，还能远程分析判断故障并给出维
修方案，足不出户就能指导现场人员完
成检修。

这种类似于传说中中医“悬丝问
脉”的方法，让这家企业把风力发电机
的运维成本降低了1/3。

去年末的一天，内蒙古正镶白旗乌
宁巴图风电场，监控室的显示屏上发出
预警。按照提示，工作人员停掉其中一
台风电机组，爬上机舱，径直打开发电
机箱盖，更换掉其中的一个配件。1小
时内，巨大的叶片恢复旋转。要在以
前，作这样的检修动辄需要几天时间。

中国海装智慧能源数字模型研究
所所长陶建权介绍，风力发电机组控制
系统涉及上万个元器件，结构复杂，故
障率不低。一个陆上风力发电场，一般
由数十台风力发电机组成，现场工作人
员时常都要“出诊”。而风电机组通常
位于不同的山头，工作人员上山下山，
检修一次光赶路就要一整天。

除了上山下山耗时耗力，更麻烦的
是难以准确找到故障点。为了排查故
障，工作人员有时甚至要拆开全部系
统，逐个检查。而一台风力发电机停机
1小时，至少要少发2000度电，一天下
来，就是几千元损失。

“风电场每年的常规保养成本至少
要60万元，整个行业不堪重负”。陶建
权透露，最高峰时，我国有80多家风电
装备生产商，目前已缩减至10余家。

2017年，中国海装启动大数据智
能化改造。他们在风力发电机各个设
备系统分门别类地装置了传感器，谁

“有病”，谁就会主动“喊痛”。传感器数
据通过电信运营商光纤通道接入位于
重庆的大数据中心，员工们足不出户，
就能把遍布全国的风力发电机管起来。

有了大数据智能化加持，中国海装
的设备检修和维保效率大幅提升。据
悉，一般故障检修，以前需要3-5小
时，现在只需1-2小时。大部件检修
或更换，以前需要1-15天，现在只需
8小时-3天。同时，运维成本减少约
1/3，发电量也提升了2%以上。

风力发电场实时监控 远程给出维修方案

中国海装实现千里之外“悬丝问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