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美人大代表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
脱贫路上，我市各级人大代表
立足本职岗位，奋战基层一
线，为脱贫攻坚发挥了积极作
用，留下不少令人感动的故
事。

即日起，本报开设“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最美人大代表”专
栏，记录我市不同岗位人大代
表的战贫故事，敬请关注。

【开栏语】

□本报记者 颜若雯

曾经的石柱县中益乡建峰村，村民们
种的是土豆、玉米等传统农作物，出村坐
个车需要步行两个多小时；如今，村民们
不但发展种植以黄连为主的中药材，还
吃上了生态旅游饭，人均纯收入14312
元。这其中，就有中益乡人大代表、乡党
群办工作人员贺剑飞的一份功劳。

2013年，贺剑飞退伍返乡，工作几
年后当选为建峰村村委会主任。建峰村
平均海拔 1200 米左右，森林覆盖率
90%，山清水秀，奇峰突兀，与石柱县黄
水景区仅一山之隔。贺剑飞初任村委会
主任时，村里主要种植玉米、土豆等传统
农作物，虽然临近黄水这一度假旅游地，
但受交通限制，村民们想把农产品运出
去，基本靠背——当时，出村的道路只有
一条石梯路，走到可以通车的地方需要
两个多小时。

经过贺剑飞多方奔走，建峰村整合
资金1700余万元，对全村基础设施进行
全面改善。最先动工的，是建峰村到万
胜坝的一条村级道路。这条路修了9个
月，贺剑飞有6个月都守在工地上，跟进
度、作协调、督质量。如今，经过这条路，
开车20分钟就可以抵达黄水，成为建峰
村发展的重要通道。

2017年7月，中益乡被确定为深度
贫困乡后，建峰村被列为民俗旅游项目
建设重点区域。“村里与大风堡自然保护
区接壤，山水、森林资源富集，具备发展
乡村旅游的条件。同时，这里有土家山
歌、薅草锣鼓、婚嫁说客、土家孝歌等传
统文化代代传承，碓窝糍粑、石磨豆花、
坛坛猪头肉等土家美食满院飘香。”贺剑
飞说，经过反复研究，村里制定出以乡村
旅游带动传统产业，以传统产业支撑乡
村旅游的发展路子。

2017年，在贺剑飞的带领下，全村

开办农家乐5家，接待游客200余人次，
当年户均增收8000元。从那年开始，村
民家的土特产开始火热销售，大家脱贫
致富的信心一下就足了。

2018年3月，村里的莲花坪传统院
落保护项目启动建设，为了让11户暂迁
村民有舒适的生活条件，贺剑飞将自家
的菜园地腾出来用于搭建临时板房。村
民顺利入住后，他又将自家的音响器材
搬到院坝播放电影，组织大家跳坝坝舞，
提升大家的精气神。

2019年，建峰村发展种植以黄连为
主的中药材2200余亩，加上乡村旅游，
人均纯收入14312元，村里的绿水青山
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今年，贺剑飞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
中益乡党群办一名工作人员。“工作岗位
变了，不变的是人大代表为民服务的初
心。”贺剑飞说，他将继续在助力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的路上，发挥好自己的作用。

石柱中益乡人大代表贺剑飞：

带领村民修路卖土货发展生态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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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作为互联网大潮的第二
增长曲线，正在成为新商业模式的桥
梁，开始在各个应用场景中搭建起
来。

其中一大发展趋势就是解耦。
过去，做硬件的人不用管软件，但是
做软件的人却必须兼顾，这就造成了
大家协作效率不高。有了操作系统
之后，大家便形成一种新的共识：即
软硬件彼此拆解，每个人只做好自己
的事而不用兼顾他人，这个过程就是
解耦。

物联网就是典型的解耦模式，它
具备了三层含义：

第一，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
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之上延伸和扩展
的一种网络。

第二，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了
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
和通信。

第三，有智能属性，可进行智能

控制、自动监测和自动操作。
通过多年发展来看，物联网具备

三项关键技术，分别是传感器技术、
射频识别技术和嵌入式系统技术。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不能盲目崇
拜利用物联网技术。

一方面，支持物联网的技术都在
演化当中。比如通信技术，最早的设
想是用射频识别，然而近期发展出了
近场通信技术，已经超出了当时的技
术想象。

另一方面，当具有一定智能的机
器接入网络后，物联网的发展就已经
处于一种“失控”状态。

所以物联网的发展过程，其实
是一个自我演化、自我生长的过
程，也是一个机器和人类共同进化
的过程。我们可以预见到这个趋
势，但不可能预见到它的具体形式
和具体技术，也不可能做出预先设
计。

物联网：解耦重构互联网生态
（选自《解码智能时代：刷新未来认知》第六章第一节）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重庆
日报记者10月19日从黔江区了解
到，2020中国山马越野系列赛重庆
黔江站，将于11月1日在黔江城市
大峡谷正式开赛。此次赛事设群众
健身赛、23公里和42公里个人赛3
个组别。

此次赛事由中国登山协会、重庆
市体育局支持，黔江区政府主办，主
题为“奔跑在中国峡谷城，欢聚于武
陵会客厅”，共设奖金10万元，其中
42公里个人赛最高奖金10000元，
23公里个人赛最高奖金3000元。

今年黔江山马赛道仍然沿用前

三届比赛线路，包括土路、机耕道、
石板路、公路、河堤、桥涵等多种路
况。赛道从垂直落差达500米的峡
谷出发，横渡阿蓬江，再沿江向山而
跑。沿途还将经过4个4A级景区，
串联起中国黔江城市大峡谷、爱莉
丝庄园、濯水古镇等特色景点。赛
事期间，组委会还将在濯水古镇非
遗美食城举办非遗美食盛宴，同时
推出濯水古镇“扶贫+旅游”特产
馆，展示和销售以西兰卡普、石鸡
坨土陶、丝绸、黔江鸡杂、羊肚菌、
地牯牛等当地特色产品，市民可前
往选购。

中国山马越野系列赛黔江站下月开跑

□本报记者 付爱农

“不要小看这件小东西，目前100%
依靠进口。”10月16日，重庆顺多利机
车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顺多利），公司董
事长周继群对重庆日报记者说，“但预计
到明年年中，‘重庆造’就能切入这一细
分市场，从而填补国内空白。”

被周继群寄予厚望的这件小东西，
叫电动压缩机涡旋盘，是新能源汽车空
调压缩机的核心零部件之一。

10月 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作为重庆
制造领域的“小巨人”企业，顺多利抢占
风口，把企业未来发展的重心迅速转向
新能源汽车产业。

“顺大势才能多利。目前在顺多利
的总营收中，新能源汽车产品占比已达
到20%-30%，预计明年可进一步提升
到40%-50%。”周继群说。

啃下硬骨头
填补国内空白不再被“卡脖子”

10月16日，位于北碚区蔡家智慧
新城的顺多利研发中心，所有研发人员
都在专心致志地工作。当前，首期投资
预算超过1亿元的电动压缩机涡旋盘等
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项目，正处在攻
坚阶段。

“电动压缩机涡旋盘并不大，跟二两
包子的大小差不多，单价也不高，每套百
多元，但却是新能源汽车空调系统的关
键核心部件。”顺多利副总经理项绍伟介
绍，目前，该产品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
顶级汽车零部件企业手里，属于典型的

“卡脖子”技术。
顺多利拿到的大单，是为世界汽车

零部件巨头——法国法雷奥、韩国翰昂
等跨国公司研发并生产。今年9月，顺
多利启动该项目，经客户检验过关后，预
计明年可实现量产。

这张大单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10月13日，中国乘用车联合会发

布最新数据，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已连
续6个月大幅增长，9月份产、销量分别
为13.6万辆、13.8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8%、67.7%。“据测算，未来国内新能源
汽车年产销量将超过300万辆，而每辆
新能源车都必须使用电动压缩机涡旋
盘，所以仅在国内该细分领域，其市场空
间就达到4亿多元。”项绍伟说。

当前，顺多利研发团队正加紧技术
攻关，在产品成型及防渗技术上狠下功
夫，预计到今年底可以把这块硬骨头啃

下来，从而填补国内空白、替代进口。

解决老难题
产品进入国际巨头全球供应链

新能源汽车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风
口。但在中高端汽车产业链的核心环
节，如汽车热管理系统，则由日本电装、
三电贝尔、法雷奥、翰昂、马勒等跨国公
司掌控。

“我们一直有一个愿景：树立‘中国
造’的世界形象。”周继群拿起另一件高
端铝制零部件说，“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新
突破口。”

这个小小的零部件，是为新能源汽
车电池运行护航的热交换器。其作用
是：新能源汽车在低温、极寒天气条件下
容易快速掉电，甚至无法工作，热交换器
可有效解决这些老大难问题。

“国内也有企业生产该产品，但在核

心技术上，与国外大企业的差距就大
了。”周继群说，所以这也可以说是一项
技术比拼项目。

疫情防控期间，顺多利从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国际巨头手中拿到了一张大订单：
350万套高精密热交换器，总金额近2亿
元。预计11月拿出样件，明年将实现量
产，进入全球市场。这张订单不仅金额不
小，其更大的价值在于：可进入丰田等新
能源汽车国际巨头的供应链体系，且为期
10年，可谓一张高含金量的“长期饭票”。

据介绍，类似这样的核心零部件项
目，今年顺多利已拿下23个，未来可期。

损失能补回
预计全年总营收将逆势增长

在一条智能化生产线上，机器人的
动作精准高效；在铸造车间，机械臂夹起

“小碗”，把650℃的液态铝倾注到机器
内，快速形成各式各样的精密产品；在

“数字仓库”，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等码
放得整整齐齐，其信息可追溯……

“经过一系列智能化改造后，企业生
产成本下降约 20%，生产效率提升
17%-20%。”项绍伟介绍，以前一条生产
线需要多名工人，如今已达到一名工人
管一条甚至两条生产线的智能化水平。

“对先进制造企业来说，除了智能化
设备等硬实力外，生产全流程产生的大
数据则属于软实力，尤为重要。”项绍伟
说，当前，顺多利正在跟航天云网等工业
互联网平台合作，着力打造MES系统
（制造企业生产流程管理系统）；下一步，
还要建一个更智能化的大数据技术中
心，进一步推动智能化转型升级。

“在大数据智能化助力下，因疫情造
成的损失能够补回来：6月起，企业产销
节节攀升，三季度的月均营收增长率为
40%-50%。”项绍伟信心满满地说，“再
加上新订单正一步步完成，预计全年总
营收可达到10%-20%的逆势增长。”

顺多利力攻核心技术，进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国际巨头供应链——

渝企“小巨人”连拿大订单

《解码智能时代》书摘

在智博会的数字经济百人会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
事长邬贺铨认为，在5G时代，输入
机器手臂的编程配合5G的视频动
作，将可以自主编程。而机器人在工
业上，更多被运用在机器视觉，配合
5G高清视频，后台人工智能比对，实
现精准自动的产品质量检测。

苹果公司在进行智慧医疗的深
入研究，准备将芯片图功能带到中
国，让智慧医疗提示预警提早介入，
预防优于治疗，通过减少慢性病、降
低医疗费用，为人类健康提供更周全
的防御措施。

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在推
进新能源汽车之余，还创办了Neu-
ralink公司，致力于将人类大脑与计
算机连接起来，正在开发植入式脑机
接口。治愈大脑、人机共生、超级人
类……每一个词都让人神往。特别
是其中的脑科学，一直以来都被认为
是人类科学最后的堡垒，承载着人类
的成神幻想。

更快更复杂的运算要求，让量子
计算也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自IBM
推出全球首台独立量子计算机
IBM Q System On以后，谷歌也
建立了AI量子团队，“量子计算200
秒=地球最强超算1万年”的言论，更
是让量子计算成为高科技“必杀技”。

这些正在进行时的前沿科技，也
让关于未来的幻想再次被刷新。

在未来，时间、空间、维度的壁垒
将被打破，世界将走向新的高度，开
启新的篇章。

正在进行时的未来世界
（选自《解码智能时代：从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瞭望全球智能产业》第三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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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就购买

《解码智能时代》

10月16日，顺多利智能工厂，全自动化生产正有序进行。
记者 付爱农 摄/视觉重庆

普及金融知识亮点纷呈普及金融知识亮点纷呈 构建和谐金融普惠民生构建和谐金融普惠民生
兴业银行重庆分行将贴心服务送到金融消费者手中

为响应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

国家网信办关于开展2020

年“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

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活动的号

召，兴业银行重庆分行迅速

行动,成立活动领导小组,对

活动进行总体指导和部署。

通过不断创新宣传教育的形

式与内容, 该行针对不同受

众群体的特征偏好、不同的

消费者需求、不同的宣传场

合,选取有代表性的内容与

业务亮点与消费者痛点相结

合，开展了丰富多彩、形式多

样的宣传活动。

创新双网双重点宣传
筑牢安全金融防护网

据悉，在宣传活动中，兴业银行重
庆分行充分发挥线下网点和线上网络
优势，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网络网点共
进”的宣传体系，打造金融知识宣传“双
网”平台，旨在加强公众金融知识宣传
教育，提高社会公众风险防范和使用正
规金融服务的意识。

兴业银行重庆分行立足网点，辖内
28家支行、31家社区支行在网点跑马
灯外利用LED屏滚动播放2020年“金
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
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宣传口号及
金融知识标语。分行营业部持续开展

“财商小课堂”，将厅堂一角打造为“金
融知识进万家”宣讲处，在厅堂人流量
高峰时间段组织员工为等候区的客户
现场宣传金融知识。

据介绍，兴业银行重庆分行各支行
利用营业网点面向客户、接触客户的有
利条件，共开展金融知识沙龙讲座64
场，提高活动的针对性和趣味性，营造
了普及金融知识的良好氛围。

在线上，为扩大金融知识普及受众

面，方便客户查阅金融知识，该行在官
方微信公众号上设立了“兴消保”专区，
在及时转发监管机构关于金融知识的
风险提示的同时，从“基础金融知识”

“识骗防骗”“风险提示”三大金融知识
版块系列入手，发布了《兴消保·小兴课
堂·快来get人民币小常识吧！》《兴消
保·小兴课堂·远离非法“校园贷”，别让
青春背负债》《兴消保小知识·安全用卡
必读，get小兴信用卡防盗刷指南》等微
信宣传帖。

此外，该行还通过喜马拉雅音频平
台、新浪微博、抖音小视频等网络媒体以
及微信群、朋友圈的方式向务工人员和
青少年普及金融知识，确保扩大活动的
社会宣传面，对提高社会公众风险防范
和使用正规金融服务的意识卓有成效。

深入开展“七进”活动
打造山城金融服务圈

兴业银行重庆分行“以点带面”，积
极组织员工走出网点开展对外宣传。
该行充分利用社区银行等优势，走进当
地社区、商圈、公园、车站等区域，通过
布设展台、手持印制的普及金融知识宣

传折页对广大群众进行派发和面对面
的讲解，有效扩大了金融知识的宣传范
围和受众群体；组织员工走进部分代发
工资企业及其他友好合作企业，通过派
发宣传折页、当面讲解以及集中讲座等
多种形式积极开展普及金融知识的宣
传活动；该行通过与重庆当地的小学，
中学、大学等机构沟通联系，把“校园
贷”“套路贷”“刷单贷”“裸贷”“个人征
信”“银行卡”等金融知识送入校园。

除了走进社区、学校、企业等开展

活动，该行还高度重视对农村居民、进
城务工人员的知识宣传工作，将践行普
惠金融、宣传金融知识的足迹延伸至田
间地头。

日前，兴业银行重庆涪陵支行来到
武镇方碑村为农民工及建筑工地工作
者们带去实用的金融知识，由宣传人员
讲述的“农民工遇电信诈骗，子女入学
备用金险打水漂”案例引起工友们极大
关注。

兴业银行重庆江津支行则有针对性

地在贫困地区集中组织开展金融知识普
及教育宣讲活动，发放宣传折页，接受群
众的金融知识咨询等，工作队员的细心
讲解受到了群众的热烈响应，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活动月期间，该支行共集中
宣讲2场，受教群众950余人，入户走访
宣讲160余户，受教群众2100余人，有
效提升广大农居民群众的金融意识和金
融知识水平，也为金融服务的群众奠定
了基础，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

据统计，活动月期间，兴业银行重
庆分行通过进社区、进商圈、进街道、进
校区、进村镇、进企业、进乡村等“七进”
宣教形式，共发放宣传折页3.2万余份，
通过官方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喜马拉
雅、新华网等网络媒体宣传，累计受众
人群达1000万余人次，进一步发挥自
身优势，为山城客户量身打造具备区域
特色的网络金融服务圈。

真诚服务，相伴永远。后续，兴业
银行重庆分行将持续做好金融知识的
宣传普及工作，认真总结活动经验，高
效有序地推广金融知识，不断优化金融
服务。

武怡君
图片由兴业银行重庆分行提供

兴业银行重庆分行送金融知识进商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