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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天翊）8月
18日，两江新区举行2021智博会重
点项目“云签约”，25个签约项目总投
资达463亿元，主要集中在汽车电
子、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工业
互联网、芯片设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领域。

项目具有标志性和引领性

这批项目中，有不少涉及总部
基地、区域中心、研发中心等，具有
标志性和引领性。其中，全国领先
的数字化采购服务平台欧菲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签约落户的总部项
目，将进一步推进对B2B数字化采
购行业上下游的整合及赋能。傲林
科技有限公司将通过企业级数字孪
生的研发和应用，助力重庆汽车、装
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高质
量发展。

来渝投资这些项目的，不少都是
智慧应用、总部研发等龙头企业、独

角兽企业、行业领军企业。其中，视
觉AI独角兽企业思谋科技将在两江
新区设立西部地区运营中心和研发
中心，围绕工业互联网、计算机视
觉、超高清视频等领域，研发并落地
众多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泽景
电子将投资8亿成立西南区域总部
和可穿戴产品业务全国总部，此次落
地的项目将主要围绕可穿戴产品和
HUD（平视显示器）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进一步完善两江新区智能
产业链条。

为补链强链延链注入新活力

这批项目，将为两江新区补链
强链延链注入新活力。例如，大友
微电子有限公司COP光学材料项
目，将投资 12亿元建设 30条 COP
封测线，达产后年产量达10亿颗摄
像头芯片，年产值超100亿元，进一
步完善两江新区芯片产业链条。
又如，深圳砺芯微电子有限公司将

在两江布局砺芯微电子芯片设计
项目，设立从事LED调色温系列芯
片和汽车电子电源管理芯片等产
品的设计和销售的 IC设计全国总
部。

往届智博会签约项目正加速建设

8月12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
重庆两江半导体产业园、万国数据
重庆数据中心、优必选独角兽园区
及生产制造中心、乐聚服务机器人
等一批往届智博会签约项目正在重
庆加速建设。其中，重庆两江半导
体产业园已签约入驻19家企业，涵
盖材料研发检测、芯片设计、光电科
技等半导体产业链的多个环节，将
于12月部分交付使用。

重庆两江半导体产业园位于两
江新区水土新城，于去年8月动工建
设，总占地面积377亩，建筑面积约
44万平方米，将建设成为以半导体
产业为核心，芯片设计为重点，辐射

汽车电子、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
终端等产业，承载公共服务平台、产
业创新孵化、研发设计总部、产业应
用延伸等功能的特色园区。

目前，园区一期15栋研发办公
楼宇及标准厂房全部建成，正在进
行室外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二期项
目将于明年正式启动建设，总建筑
面积16万平方米。全部建成后，预
计将围绕半导体产业链集聚200余
家企业。

同样在水土新城，万国数据重庆
数据中心项目一期主体工程已完工，
正在安装机电设备和外部环境打造，
二期建设也即将启动。

据介绍，该项目占地约74亩，将
打造大数据服务平台、大数据增值服
务平台、大数据互联互通服务平台，
面向国内外客户提供互联网数据中
心、内容分发网络、云计算大数据等
方面的服务，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
畅通重庆与新加坡两地信息流，加快
重庆数字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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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重庆
日报记者从西部（重庆）科学城了解
到，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即原“重庆车检院”，以下简称

“招商车研”）总部日前已正式迁入其
金凤基地。

据介绍，招商车研是招商局集
团控股企业，建有汽车、摩托车、
智能网联汽车 3个国家质检中心，
在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拥
有 8 个省部级科技平台和 2 个省
部级科普基地，业务范围覆盖了汽
车、摩托车整车及零部件法规检
测、研发验证、供应商检测、进口商
检、出口认证、标准制修订、技术咨

询等。
作为招商车研总部所在地，金凤

基地是全国首个“试验室+试验场”
一体化的车辆检测基地。其试验室
规划占地160亩、室外试验场占地
480亩，总投资近20亿元，是国家质
检基地占地面积最大、投资额最大
的子项目。

记者看到，试验室拥有包括汽

车碰撞、整车排放、发动机排放、部
件、电磁兼容、智能汽车及主动安全
测试研究中心、新能源汽车中心等
在内的10余个专业检测试验室。试
验场则由性能试验路、ABS试验路、
噪声试验路、试验坡道、动态广场、
弯道制动路、涉水池、浸水池等构
成，满足安全性、动力性、经济性、舒
适性、操纵稳定性项目的法规试验

与检测要求。
“目前，我们正在大力开展汽车

主被动安全、汽车节能减排、新能源
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和智能车路协同
五大专业领域的产品研发验证和测
试评价服务，为各大车企的产品研
发、验证、测试提供一站式、全方位、
系统化的有效解决方案。”招商车研
相关负责人表示。

招商车研总部正式迁入西部（重庆）科学城
系国家质检基地占地面积最大、投资额最大子项目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8月
1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住房城乡
建委了解到，日前，我市的万科四季
花城、美好天赋、绿地秋月台3个项
目成功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智能建
造试点。而在全国，获批智能建造
试点的项目只有7个。

据介绍，我市是全国较早筹划
并推进实施智能建造的省市。截至
目前，我市已面向19万个项目、2
万余家企业、200余万从业人员，采
集到各类数据30亿条，初步形成建
筑业、房地产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大
数据。

同时，我市在全国率先开展工
程项目数字化建造试点，实施工程
项目数字化建造试点项目58个、
500余万平方米，试点项目参建各
方可在同一数字管理平台上进行实
时交互和工作协同，逐步实现数字
化工程建设档案交付。

不仅如此，我市还建成了智能建
造子平台，推行智能化、无纸化、精准
化监管，推动勘察、设计、生产、施工、
验收等环节数字化监管全覆盖。

记者了解到，为加快“智能建
造”技术落户重庆，重庆推进智能建
造产业园区和建筑业大数据园区建
设，引导中机中联等100余家建筑
业企业成立数字化技术应用研究中
心，积极扩大智慧安防、智慧停车、
智慧家居等30余个门类智能终端
产品、物联网设备的生产规模，还引
进了腾讯、阿里、紫光等知名企业布
局我市智能建造及智慧建筑领域。

随着重庆智能建造技术日益成
熟，更多高科技手段运用于城市建
设和市民生活中。统计显示，我市
推动BIM（即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在1300余个项目中应用，全市累计
建设智慧工地3330个，打造智慧小
区244个、智能物业756个。

重庆三项目入选全国智能建造试点
全市累计建设智慧工地3330个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记者
8月18日从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
理局获悉，作为智博会主论坛之一，
第三届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
专用通道发展论坛将于23日下午
在渝中区举行。

据了解，本次论坛以“共享数字
通道，构筑双循环格局”为主题，印
尼国际电讯Telin、华为、奇安信、
新加坡电信(Singtel)、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等多家中外
互联网领域企业代表，将通过主题
演讲、主题报告、主题对话等形式，
围绕中新国际数据通道建设、应用
推广、创新发展等话题，进行深入探
讨，进一步促进中新（重庆）战略性
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信息通信领域国
际合作。

论坛还将举行“中新数通”新加

坡企业来渝一站式云服务平台上
线、中新信息通信领域项目合作签
约等仪式。

据悉，中新国际数据通道于
2019年2月获国家工业和信息化
部批准建设，2019年9月在新加坡
正式开通，是中国首条、针对单一国
家、点对点的国际数据专用通道。
截至目前，该通道已有两江数字经
济产业园、中国智谷（重庆）科技园、
仙桃国际大数据谷、区块链产业创
新基地等8大园区陆续接入，已有
腾讯、海扶医疗、医渡云、立信数据、
新加坡万国数据、国立癌症中心、泰
来供应链等近50家中新企业签订
通道租用协议或基于通道开展远程
医疗、智慧物流、协同研发等领域开
展合作，通道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初
步显现。

第三届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
数据专用通道发展论坛23日举行

□本报记者 王天翊

众所周知，重庆人爱吃火锅，火
锅店遍布重庆大街小巷。火锅好吃，
吃剩的火锅锅底却不好处理。过去，
餐饮店将火锅底料倒进下水管道，牛
油冷却后凝固造成下水管道堵塞的
事，屡有发生。

“我们推广使用智能物联分离
机，目的就是帮助火锅店轻松实现垃
圾分类，让火锅锅底的处理变得简
单。”金山街道垃圾分类推进办相关
负责人称。

记者到金山街道一家火锅店店
主周涛店里对智能物联分离机一探
究竟。

记者看到，这台机器长、高不到1
米，宽半米多，顶部有一个0.5平方米
左右的方形开口，下面是两扇对开的
金属门，整台机器就像一个金属材质
的“洗衣台”。它是专门用来分类餐
厨垃圾的。

记者现场看到，吃剩后的火锅锅
底被倒进智能物联分离机后，废油、
废水通过滤网与废渣实现干湿分
离。废渣被收进机器内部的渣池。
混合池将流入的水油混合液加热到
45摄氏度，让牛油充分融化，随后，抽
油机将浮在混合液表层的牛油和其
他油脂吸入油池。废水通过下水管
道排放后，机器对内部进行清洗……
整个过程自动完成，全程没有跑冒滴
漏，垃圾减量一半以上。

有了这台小机器，火锅店只需把
客人吃剩的残余锅底倒进去，什么都
不用管，后续将有环卫人员对废油和
废渣进行清运处理。

除自动实现垃圾分类外，这台机
器里还另有玄机——通过在油池安
装油位传感器，以及在其它部位安装
温度、水位、重量等多种传感器，这台

小机器还可以通过物联网与后台系
统连接，实现对厨余垃圾处理的精准
监管。

“智能物联分离机可以通过传感
器感知和油位数据异常报告，防止潲
水油、地沟油流向市民餐桌。”金山街
道这名负责人称。

记者看到，垃圾清运人员赶到

周涛的店里，将分离机中储存的废
油和废渣运走。清运人员为啥来得
这么及时？原因是传感器报告“油
池将满”，后台系统自动调度了最近
的清运人员前往处理。凭此，传统
的定时定点清运的垃圾处理方式，
被调整为按需清运，效率提升30%
以上。

智能物联分离机：

帮助火锅店轻松实现垃圾分类
探 秘 身 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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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2021i-
VISTA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是本
届智博会重要内容之一。记者8月
18日从挑战赛主办方获悉，针对本
次挑战赛的网上有奖竞猜活动已经
开启，市民和网友可关注IVISTA
智能汽车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的

“有奖竞猜”参与，其中特等奖以及
一、二、三等奖，均可获得旗舰型号
的智能手机奖励。

据了解，本次竞猜分3天进行
（2020年8月18—20日），每天活动
时间为 8∶00—24∶00。具体规则
为：市民选择猜总共6个赛项的第
一名获奖团队，如果6项比赛第一
名竞猜结果中6个，则获得抽取特
等奖资格；如果6项比赛第一名竞
猜结果中5个，则获得抽取一等奖

资格，依此类推。若上一级奖项获
抽奖资格人数不足，则奖池顺延。

其中，特等奖奖品为iPhone12
（128G），一等奖奖品为三星SM-
G9910(S21 8+256)，二等奖奖品
为 OPPO PEDM00(Find X3 8+
256)，三 等 奖 奖 品 为 OPPO
PEDM00(Reno6 Pro 12 + 256)，
四、五、六等奖奖品则包括索尼蓝
牙耳机、JBL 蓝牙音响和希捷移
动硬盘等。

主办方强调，参赛选手、车
队、内部工作人员不得参与比赛
竞猜。8 月 22 日将进行现场抽
奖，中奖人员名单届时会公布到
IVISTA智能汽车微信公众号，以
及活动官网上，赛事结束后由工
作人员与中奖人联系。

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邀你来竞猜

本报讯 （记者 白麟）作为本
届智博会重点活动，今日，2021i-
VISTA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正式
开赛。该挑战赛在智博会连续举
办，历经三届积淀，已在全国乃至全
球具备了一定影响力。这不仅是全
球首个可以由消费者自带车辆参赛
的汽车类赛事，也是智博会期间最
带“流量”的赛事。

据介绍，本届赛事规模可观，
以线下或线上形式参赛的专业车
队多达36支，比上届多出17支。
在赛项方面，包括ADAS辅助驾
驶系统挑战赛（AEB/APS）、最强
车脑挑战赛、商业化进程挑战赛、
虚拟仿真挑战赛、低速无人驾驶
挑战赛五场（共六项）比赛，其中
前四场主要考验自动驾驶汽车在
实际场景中的环境识别、决策分
析、控制执行能力等。作为本届
大赛新增的赛项，低速无人驾驶
挑战赛则主要针对功能型无人驾
驶车辆进行比赛，考验功能型无
人车安全性、便利性、快速响应和
智能决策能力。

记者注意到，除了主流车企和
科研机构，高校成为了本届赛事的

“主力阵营”，其中征战低速无人驾

驶挑战赛的13支车队，以及虚拟仿
真挑战赛的5支车队，均为清一色
的学生选手。另有21名消费者选
手将自带爱车，参加ADAS挑战赛
的角逐，数量和上届基本持平。

大赛主办方介绍，与以往相
比，本次大赛各环节都相应提高
了“得分”难度，像大纵坡、急转弯
等极具山地特色的赛事场地，对
参赛团队的单车智能提出了更高
挑战，对两江协同创新区的车路
协同配套体系服务能力，也提出
了更高要求。

例如，最强车脑挑战赛就将设
置车路协同自动驾驶、全自动代客
泊车等12个挑战场景，在直行路段
还将开启卫星定位信号干扰器，考
验自动驾驶车辆对城市综合路况的
感知处理能力。

商业化进程挑战赛中，主办方
在公路高速场景设置了车辆竞速、
施工限速绕行、事故车辆避让、跟车
行驶、主动变道等五个场景，与往届
相比，对车辆速度控制的精确性和
稳定性要求更高。此外，这些场景
对赛道的多元智能场景植入、智能
路测基础设施保障，也提出了更高
要求。

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今日开赛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我市
创新推出的“云长制”显新成效。8月
1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大数据发展
局获悉，截至目前，全市政务信息系
统上云率已达99%。

为加快重庆信息化建设，2019
年，我市创新推出“云长制”。市政
府主要领导任“总云长”，分管政法、
组工、住房城乡建设、交通、农业农
村、对外开放领域的6位市领导任

“系统云长”，110个市级部门、区县
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任

“云长”，通过构建上下联动、齐抓共
管的“云长”组织体系，全面压实“管
云”责任。

在“云长制”推动下，我市升级优
化重庆市电子政务云平台架构、扩容
计算机存储空间，并安排数字重庆大
数据应用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和运营

“数字重庆”云平台，作为全市统一的

政务云承载平台。截至目前，该平
台已初步构建起以5家云服务商为
支撑、134项云服务清单为内容的
政务云服务体系，加速政务信息“云
聚合”。

同时，在“云长制”的统领下，我
市还出台了《重庆市电子政务云平台
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提高
全市政务信息化建设和运维集约化
水平。

如建设方面，《办法》规定，市级
各政务部门原则上只能组织建设、运
维一个云平台，统筹分配本部门云平

台的物理空间、计算、存储、安全、支
撑软件等基础资源，不得按业务条块
进行分割。

管理方面，《办法》规定，由“数
字重庆”云平台的多云管理系统提
供云资源申请、弹性调配、运维管理
等服务。闲置的云资源比例超过冗
余比例的，各政务部门按照政务云
平台弹性调配管理要求主动调减配
置。自云管理系统发出提醒之日
起，相关政务部门超过1个月未主动
调减的，本级大数据主管部门应当
督促相关政务部门予以调减。督促

之日起，超过5个工作日仍未调减
的，可由本级大数据主管部门予以
调减。

市大数据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上述举措提升了我市云资源利
用效率，推动了全市政务信息高质
量聚合。截至目前，我市整合（关
停）信息系统数量达到2079个，整
合率达到68.4%；累计推进2548个
信息系统迁移上云，上云率由2018
年的26.6%提高到99%。“云长制”改
革经验也被国办、中央党校刊物和
人民日报推广。

“云长制”管“云”显成效

重庆政务信息系统上云率达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