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永川大数据产业
已具备一定发展基础，站在

“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如何
实现新突破，开创发展新局
面？

“在智慧交通、智慧医疗
上发力。”永川区委常委、区
新城建管委党工委书记邓文
介绍，前者实现基础设施智
慧连接、交通管理智慧运行、
市民出行智慧服务、自动驾
驶智慧畅行等，后者建设生
物识别、认知计算、预测分析
和辅助医疗决策等健康医疗
大数据智能化应用基础支撑
平台，建设全民健康智能管
理服务平台。

圈定重点后，如何发力？
“更加着眼于科技创新

方面，以科技创新为内生动
力和核心竞争力，支撑大数
据产业的发展。”在邓文看
来，像永川这种处于中国内
陆的中等规模城市，要通过
自主创新实现科技创新，是
一件比较困难的事，“甚至比
我们起步早的一些地区，在
这方面的人才聚集也是不太
够的，总的来说，缺少创新氛
围。”

没有现成的科研团队，
创新之路怎么走？唯有在产
业发展过程中催生有研发能力团队的
形成。

“你一来没有产业，二来没有市
场，科研团队怎么会来。只有把这两
个方面都培育好之后，才有可能引进
高精尖人才。”邓文说。

在这方面，永川已有探索。例如，
西南大学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
就在永川进行了成果的运用——在进
行了1000亩桑田高效化改造、研发桑
叶收割机器人等准备工作后，这个项
目已进入到提取蚕体内蛋白阶段，1
公斤蛋白就能卖6000元，仅一个项目
就能达到2亿元产值，产业前景非常
看好。产业有了，市场有了，科研团队
也来了，30多个博士天天在地里盯
着。

除了加快培育产业之外，永川将
通过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来挖掘、培
育人才。这个成立于2019年底的联
盟，汇聚了重庆大学、西南大学、电子
科技大学等 50 多所市内外高校人
才，也不乏BAT（百度、阿里、腾讯）
和科大讯飞这类行业头部企业，在大
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领域拥有
最先进的理念和最前沿的技术，将在
院校专业设置、学科建设、技术研发
和课程嵌入、人才培养、实习实训等
方面精准量化对接，为大数据人才培
养制定统一标准，为教育供给侧改革
注入动力，打造符合大数据产业发展
需求的人才“蓄水池”。

同时，联盟通过大数据人才公
共服务平台，形成大数据人才数据
库，实现供需两端精准对接，为大数
据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通
过人才联盟这个平台，促进教育链、
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
催化大数据产业发展，形成要素聚
集、协同发力、共生互融的大数据产
业发展生态。

目前重庆云谷有1.5万名大数据
从业人员，随着企业的逐渐入驻，这个
数字还会不断增加。永川希望，通过
大数据人才联盟的挖潜，在未来两三
年使园区内的从业人员达到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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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企业在重庆云谷的发展历
程中，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重庆先特服务外包产业有限公
司是泰盈科技走出山东的第一家企
业，也是园区入驻的首个企业。“企业
看中的是直辖市的政策优势和永川
的人才优势，事实证明这步棋走对了
——目前在职员工2000余人，是西
南地区最大的服务外包运营与交付
基地之一。”公司总经理助理彭涛表
示。

在携程旅行网西南客服中心，大
厅的屏幕上显示着全球热门景点、线
路、酒店订单等实时数据。“客服不是
简单的接打电话。近年来我国海外
旅游人数高速增长，携程西南客服中
心主要负责海外旅游服务。通过对
客户消费支出、旅游线路、出行方式
等数据的采集、分析，我们能做到‘比
你的好朋友还了解你’，进而提供精
准优质的旅游产品。”中心总经理方
华说。

头部企业的纷至沓来，为永川的
大数据产业带来了十足的活力。

走进达瓦未来（重庆）影像科技
有限公司，只见在大屏幕的虚拟背景
下，动漫孙悟空在画面上闪转腾挪、
栩栩如生，其实这些动作都是由真人
来完成的。离大屏幕不远的场地上，
真人身着的动作捕捉服上有63个动
模反光点，主要作用就是反射红外
光，给摄像机捕捉识别，形成点源，然
后传递到后台，通过后台的大数据分
析，解构出人的外形、表情、动作等，
在大屏幕上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活
生生的“孙悟空”了。

数字产业化的关键是信息技术
的创新。达瓦大数据公司核心团队
来自北京中关村，专门从事影视动漫
等虚拟现实制作。公司负责人夏斯
宇说，企业发展迅速源于强大的技术
支撑，“虚拟现实的硬件设备可以从
外国采购，但软件人家不会卖。我们
通过人才引进、技术攻关，形成了自

己的软件系统，国内多数VR教材都
是我们编写或翻译的。”

拥有丰富的道路场景、相对独立
的交通体系以及完备汽车产业生态
的永川，携手百度智行、重庆车检院
联手打造了国内首个支持L4级自动
驾驶的“百度西部自动驾驶开放测试
基地”，在永川新城20平方公里、双
向约180公里道路区域内，建设双向
不少于20公里的车路协同测试示范
展示区，通过360度全息感知、虚拟
仿真、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等核心技
术，整合百度和重庆车检院核心优
势，构建具备“虚拟仿真+封闭试验+
开放测试”全链条试验检测服务能
力，形成融合创新的车联网产业生态
体系，在全国形成示范作用。

2020年线上智博会期间，永川
区政府携手百度智行、重庆车检院联
手打造的国内首个支持L4级自动驾
驶的“百度西部自动驾驶开放测试基
地”正式启动。百度与金龙客车联合

研发的L4级自动驾驶中巴车也在永
川全球首发。

城市的智能化水平是城市发展
能级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永
川着眼于推进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
携手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究院、
重庆达瓦大数据研究院联合研发建
设“数字孪生城市研发及应用推广项
目”，以实现城市运行状态监控、规划
效果预测、应急管理、重大事件超前
决策等。

目前，项目一期数字孪生城市决
策辅助平台已完成了永川新城10平
方公里的城市三维模型构建，正在进
行项目二期建设，将接入城市交通、
消防、应急等领域数据，进一步完善
功能点建设，并将10平方公里的城
市三维模型构建和基于数字永川的
城市治理智能决策原型系统研发，推
广至中心城区60平方公里，为永川
未来城市发展提供前瞻性、系统性、
科学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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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重庆云谷崛起之道

让大数据川流不息永川

重庆云谷的前身是西部声谷，成
立于2008年。

彼时，电商这个词已被大众熟
悉，一些头部企业开始从跳蚤市场的
概念里解脱出来，呈现出繁荣的苗
头。而大数据产业在绝大多数人的
脑海里还没有成型，仅仅是从媒体或
杂志上的只言片语有个一知半解，仅
仅是个概念。

2008年 9月，《自然》杂志推出
名为“大数据”的封面专栏。从此，大
数据开始崭露头角。

那一年，曾是地区行署所在地的
永川，工业经济以钢铁和采煤为主，大
数据产业还无从谈起。但永川却在当
年干了一件大事：建立西部声谷。

“我仍然记得，当年有一个非常
响亮的口号，叫做‘永川呼叫世界’。”
曾在西部声谷上班的郑天钰回忆，当
时她所在的外包服务公司承接了中
美大都会人寿保险、安诚保险、
118114、电信10000号的呼叫任务，
每天工作量不小。

客服的门槛不高，只需要拥有中
专以上学历、流利的普通话，1分钟
60个字的电脑录入量，就可以进入
呼叫中心工作。而根据每个客服解
决问题的速度，一个业绩高的客服一

个月最高工资能拿到约5000元。
这是重庆云谷最早的形态。从

2008年至今，尽管产业在迭代升级，
但信息服务一直是重庆云谷的重要
产业，已建成呼叫坐席1.2万个、相关
企业50余个，长期为中国移动、中国
电信、中国建设银行以及重庆广电、
重庆电力等提供全球业务流程外包
解决方案，其产业服务范围、坐席规
模、从业人员和人才支撑规模为西南
地区最大，先后荣获“中国服务外包
十强园区”“呼叫中心十佳园区”“重

庆市服务贸易特色产业园”等称号。
然而，永川并没有因为呼叫外包

业务的风生水起停止向前探索的步
伐。2011年6月，全球知名咨询公
司麦肯锡发布《大数据：下一个创新、
竞争和生产力的前沿》研究报告提出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从此大数据
开始成为全球“网红”，永川开始在这
条大数据发展的道路上孜孜以求。

2013年，永川获批国家第二批
智慧城市试点城市，点燃了数字经济
转型的“导火索”。与此同时，区委、

区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先后出
台“大数据发展20条”“职教发展24
条”等系列政策，牵头成立“重庆市大
数据产业人才联盟”，大力扶持园区
发展。

2018年，在经历两次更名和业
态升级后，重庆云谷·永川大数据产
业园呱呱坠地，园区业态则丰富为服
务外包、软件信息、数据处理、数字内
容以及电子商务五大板块。

3年来，通过招商引资和产业升
级，重庆云谷五大主导产业已基本形
成。其中，服务外包聚集了阿里巴巴
客户体验中心、博彦科技、携程网、重
庆先特等BPO企业50余家；软件信
息聚集了阿里云、中国普天、科大讯
飞、软通动力等企业80余家；大数据
处理聚集了阿里云人工智能全球交
付中心、百度自动驾驶开放测试基
地、勾正数据、知道创宇、中物联等企
业90余家；数字内容聚集了航天科
工数字孪生城市、达瓦大数据先进影
像中心、翼飞娱乐等虚拟现实、游戏
动漫和文化创意企业40余家；电子
商务依托“数字品农”“吉之汇”农贸
电商平台，聚集了电商直播、网上销
售、跨境电商、农品直销等电商企业
30余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