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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冶赛迪的报道（下）

记者手记

让 智 慧 城 市 茁 壮 成 长
——看中冶赛迪如何立足重庆以一域服务全局

本报记者 周芹 白麟 实习生 彭瑾

5月28日，成都开往重庆的
G8271 次高铁列车上，从印度来
中国旅游的库纳勒，盯着车窗旁立
起来的一元硬币已超过两分钟。

“果然跟网上高铁立硬币的
视频一样。”库纳勒连连称道，中
国高铁的平稳真令人惊叹。

高铁乘坐的舒适度，与中冶
赛迪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冶赛
迪）大有关系。

高铁所采用的无缝钢轨，由
5根 100米长度重轨焊接而成，
对比传统的 25 米长重轨，焊缝
数量减少了 3/4，大大降低火车
运行时的车辆震动，显著提升了
平稳性和舒适度。目前，全国几大
钢厂的百米长尺重轨项目，大部分
都是中冶赛迪设计的。

5月24日，重庆日报记者在
中冶赛迪采访时了解到，从贵州
的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到
首届智博会上的智慧小镇；从上
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分布式
能源站，到深圳市空港新城启动
区综合管廊及道路一体化工程建
设……这家深耕重庆60年的央
企，已把智慧城市建设的触角，从
重庆延伸到大江南北。

助力城市品质提升
手机App可“巡检”

智慧工地

烟尘漫天、噪音震耳、纷乱的
工具建材、繁杂的管理头绪……
这是人们对工地的直观印象。

5月28日，记者走进正在施
工的渝北仙桃数据谷三期工程，
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灰尘扬起时，现场会自动启
动雾炮机、塔吊喷淋、围挡喷淋等
处理设备；噪音过大时，智能监测
设备会立即报警；工人不按规定

摆放工具材料，会第一时间收到
提醒，若是有违规翻越护栏、不系
安全带等行为，则会被监控系统
立刻“逮到”……

这一切，源于中冶赛迪开发
的“轻筑”智慧工地云系统。

中冶赛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志伟用手机给记者演
示：只见现场进度、质量数据等汇
集到手机App，施工情况一目了
然，工程管理和巡检的繁琐程度
大大降低。

“轻筑”已在重庆多个工程项
目中应用，其中江北嘴金融城4
号项目工地成为第21届中日住宅
建筑交流会现场观摩项目，受到与
会专家和业内人士的广泛好评。

此外，两江新区龙兴住宅项
目三期、重庆万科超高层等多个
我市在建项目，均在“轻筑”帮助
下，变身智慧工地，成为中冶赛迪
助力城市品质提升的一个个案
例。

发挥自身在工程设计领域的
优势，中冶赛迪运用大数据智能
化，围绕城市提升与高品质生活，
近年来打造了一系列自主、可信、
可控的智能产品。

智慧园区方面，为两江新区
互联网产业园提供从产业定位、
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的全生命周
期智慧解决方案，实现了各个园
区互联互通。

智慧能源方面，位于江北嘴
CBD中心的全球最大单体江水源
能源系统，嵌入了中冶赛迪智能化
控制系统，对能源系统进行智能分
析和智慧调度，大大提高了能源效
率，技术水平走在全国前列。

以智慧建造为核心，中冶赛
迪向前延伸至建材和部品的智能
制造，向后延伸至城市建构筑物
的智能运维，建立了城市从地上、
地表到地下管廊的城建数据包

络，能保证地面建构绿色、高效
运行的同时，有效缓解城市内
涝、排污等问题，切实推进城市品
质提升。

服务高品质生活
市民出行更安全便捷

无论是新技术的应用，还是
城市品质的提升，最终是要满足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中冶赛
迪为首届智博会设计打造的智慧
小镇，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未来生
活的一次“预演”。

5月26日，重庆国际博览中
心，一大早就有市民进入智慧小
镇参观体验。作为首届智博会最
火的体验项目，智慧小镇因大受
欢迎被保留至今。

智慧小镇囊括了智慧出行、
智慧医疗、智慧家居、智慧金融等
数百种应用场景。“我们希望这样
的智慧生活能早日到来。”多次带
人来体验的重庆沁彩科技总经理
王彩说出了市民心声。

事实上，一些智能产品已逐
渐服务于市民出行。

5月24日，中冶赛迪咨询事
业本部，一台显示器画面上，无数
个花花绿绿的3D小人，正在一处
模拟建筑空间里来回走动。当小
人过多地聚集在某处时，技术人
员李斐便会记录下来。

这是中冶赛迪专门为轻轨站
场开发的BIM（建筑信息模型）仿
真数据分析系统。

重庆轨道交通10号线中央
公园东站，就是全市首座经BIM
仿真数据分析改进的轻轨站。

不仅如此，在重庆轨道三号
线环城北路停车场、四公里停车
场等7个车辆基地，以及约30个
轨道车站设计中，中冶赛迪应用
大数据智能化手段，帮助这些项

目实现勘察、设计、材料及生产、
施工等各环节的数据协同，为市
民带来更为便捷、安全的出行。

5月29日，在中冶赛迪总部，
记者见到了被称为“星盾”的重点
目标消防安保系统。

这套系统融合5G、BIM、AR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各环节
的实况展示、实时指挥、高效协
同，并通过大数据、AI等先进技术
实现火灾风险预防预警，打造城
市重点目标场所的“防火墙”，以
保证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星盾’将亮相今年举行的
第二届智博会。”中冶赛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斌鑫肯定
地说。

重庆示范全国推广
智慧产品服务3万

家企业及机构

立足一域，服务全局。
中冶赛迪在重庆开发的一系

列技术和产品，通过在重庆示范
后推向全国，在诸多领域发挥了
重要作用。

以“轻筑”为例，先期在重庆
江北嘴金融城4号工程等项目作
了示范应用，并在首届智博会期
间进行推广，得到广泛认可。接
下来不到一年时间里，“轻筑”在
全国迅速推广到了1000多个施
工项目中，其中包括北京2022年
冬奥会核心重点工程——国家雪
车雪橇中心智慧工地项目。

除了“轻筑”，中冶赛迪还开
发了一系列基于大数据智能化的

“轻”产品。
“轻策”精准招商平台，突破

性地建立特色产业分类和产业
链，精准为用户推荐目标企业，实
现各类招商信息资源数据一体化

管理、高度共享和深度应用，受到
国内各地招商部门和园区、企业
的欢迎。

“轻推”智能工作平台，打破
了企业内部及跨企业间的信息壁
垒，服务于重庆和国内多个省市
的自然资源、住建系统。

截至目前，中冶赛迪已发布
了多款智慧城市相关产品，服务
企业、机构超过3万家。

如今，中冶赛迪的服务领域
还延伸到农业、农村等方面。

5月26日，记者来到武隆县
后坪乡天池坝，在群山环抱间，当
地历经百年风雨的苗家瓦寨，正
在被传统工匠一砖一瓦地细心修
缮着。

后坪乡是重庆18个深度贫
困乡镇，中冶赛迪在当地的规划
设计中，以“苗医兴乡，苗药富农”
为目标，依托高海拔优势和原生农
耕环境，布局苗药产业，带动乡村
经济发展；通过传统技艺和现代工
艺修缮建筑，使其保持传统风貌的
同时，满足现代旅游的需求。

以产业咨询、城乡统筹、绿色
建筑、乡土景观为核心思想，以全
过程咨询服务为抓手，中冶赛迪
参与了重庆长寿、酉阳、江津、秀
山、巫溪等地的多个乡村振兴项
目。

依托成熟的重庆市场，中冶
赛迪逐渐打开全国市场，相继开
展了云南德宏州咖啡小镇、甘肃
唐汪小镇、上海新义田园综合体、
粤东农业特色互联网小镇等多个
乡村振兴项目，将中冶“美丽乡
村”建设理念推向全国。

中冶赛迪党委书记、董事长
肖学文表示，未来，中冶赛迪将深
入践行“以一域服务全局”的理
念，计划将一些项目和产品，通过
混改方式，在创业板或IPO上市，
打造上市公司的孵化平台。

“跨界”背后的逻辑
□周芹 白麟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冶赛迪近年来快速介
入智慧城市等领域，占据市场主动，其新兴业务目
前已占公司整体业务量的30%。

从工程技术设计，到为智慧城市提供解决方
案，中冶赛迪上演了一出精彩的“跨界”。对许多还
在为前途迷惘的企业，尤其是面临传统产业转型阵
痛的企业而言，或许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中冶赛迪的传统业务，与其拓展的智慧城市等
领域，看似不相及，其实背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先来看看中冶赛迪的老本行——钢铁工程设
计，这牵涉到产业规划、业态规划、城市规划，以及投
资、开发、建设、协同招商、运营等一揽子解决方案。
毕竟一个大型钢铁工厂，完全称得上是包罗万象。

而智慧城市，恰恰是以城市规划为核心基础
的。这样看，中冶赛迪能够触类旁通，迅速“跨界”，
也不难理解。

但具备城市规划基础能力，与打造智慧城市，
中间还差了一项最关键的东西——大数据智能
化。对于企业而言，能够捕捉到国家、地方在大数
据智能化方面的产业趋势和政策导向，抓住机遇，
就显得格外重要。

早在多年前，中冶赛迪就在智能化、信息化等
方面进行布局，积极整合资源，构建了智能化能力
体系，打通智能化大数据与工业、城市建设、农业结
合的通道，为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赋能。

看准方向，并以“百米冲刺”的劲头确保战略落
地实施。这不仅考验企业的抉择力，更考验在随后
每一个关键点上的执行力。

重庆作为工业重镇，工业企业众多，推进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企业在思考未来发
展时，不妨将视野看远一些，这样才能拨开迷雾，看
到星辰大海。

本报讯 （记者 白麟 杨艺）5月29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中冶赛迪获悉，该公司打造的全国初级农产品产销
对接公益服务平台于近日上线，目前已有重庆、四川、贵
州、福建、新疆、云南等10多个省份的数百家农产品规模
交易商入驻该平台。

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农业产业事业本部
总经理周聪介绍，这个平台致力于建立覆盖全国的农产品
供应信息、需求信息发布及共享服务，解决农产品产销对
接中产地市场体系薄弱、市场信息不对称、产销对接不畅、
流通成本偏高及品牌建设滞后等突出问题，促进贫困地区
特色优质农产品销售，减少中间环节、提高效率、降低成
本，同时帮助农业主管部门实现产销精准调控，打通农产
品产销对接“最后一公里”，用智能化大数据手段助力脱贫
攻坚。

据第三方大数据平台监测统计，今年一季度，全市农
村网络零售额50.92亿元，同比增长36.7%，较全国高出
14.08个百分点。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段时间，我
市积极推动贫困地区农特产品触网营销，并组织重庆电商
协会、重庆火锅协会、阿里巴巴、猪八戒网、永辉超市等赴相
关区县开展电商扶贫对接活动，形成帮扶长效机制。

在平台建设方面，除了全国初级农产品产销对接公益
服务平台以外，我市还推进了“村村旺”农村电商综合服务
平台建设。目前，“村村旺”运营公司已落户两江新区，完
成一期平台建设，并签订了30个合作区县。

中冶赛迪打造的全国初级农产品

产销对接公益服务平台上线

全市农村电商发展势头强劲

▲5月24日，在渝北区仙桃数据谷三期二标段项目，工人通过人脸识
别实名制通道进出工地，安全帽佩戴与否、工作时长、工资发放都在其“监
控”范围。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研发的“轻筑智慧工地云”平台系统在此
运行。

◀5月23日，在中冶赛迪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以首届智
博会为场景展示其消防应急救援智能管控指挥系统。

（本版图片由记者张锦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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