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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访谈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孙天然）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
会将于8月26号至29号在位于两江新区
悦来的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7月1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悦来投资集团了解到，
2019智博会会场不但有5G网络全覆盖，
现场更有50余个智能生活场景可供参观。

据介绍，与首届智博会相比，2019智
博会参会嘉宾范围、参展企业国际化水平
较去年均有大幅扩大和提升。目前已有

380家企业确定参展，涉及18个国家和地
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科斯提亚·诺
沃肖洛夫、“现代密码学之父”惠特菲尔德·
迪菲等重要嘉宾已确认参会。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2019智博会打
造了两江新区礼嘉智慧体验园、悦来智慧
生活互动体验区、渝北仙桃数据谷智慧交
通及自动驾驶示范区和重庆经开区（南岸
区）智谷智能科技体验区等4个实景体验
场景，让市民零距离体验未来生活。

同时，会场内将设无人超市、智慧医
疗、刷脸储物、氢燃料汽车、智慧导览、无人
驾驶、AR游戏、智慧步道等50余个生活场
景，将从智慧生活、智慧生产、智慧设施方
面全方位体现智能产业最新成果和未来智
慧城市生动形态。

此外，智博会期间，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所有场馆和室外智慧体验区还将实现5G
网络全覆盖，市民可在此感受到“5G速
度”，体验5G生态。

交通组织方面，在2019智博会筹备期
间，将首次设置会展专用道，提高展会交通
和特种车辆的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国博周边
道路交通综合服务能力。据悉，会展通道涉
及金山大道（和睦北路-金竹湾立交段）、金
兴大道（悦来立交-宝圣立交段）、同茂大道
（悦来大道-桂馥大道段）、国博大道（国博立
交-沙井湾立交段）、悦来大道（悦来立交-
欣悦路段），总长约31公里，并将纳入到
2019年主城区公交专用道建设计划中。

今年智博会会场将实现5G全覆盖
50余个智能生活场景等你体验

本报讯 （记者 曾立）7月11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紫光集团获悉，该集团落地
重庆的“智能安防+AI”项目正加快推进，
其目标是助力重庆打造千亿级智能安防
生态圈。

自去年开始大规模布局重庆

紫光集团是中国大型综合性集成电路
领军企业，旗下紫光展锐是全球第三大面
向公开市场的手机芯片设计企业、旗下新
华三集团在企业级IT服务细分领域排名
中国第一、世界第二。

2018年，重庆市政府与紫光集团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及入驻两江新区落地协议，
在市政府及两江新区的大力支持下，“智能
安防+AI”、紫光云(南方)总部、金融科技、
数字电视核心芯片全球总部及设计研发中
心、移动智能终端芯片设计研发中心等多
个项目正在快速推进。

2019年 4月 18日，紫光集团重庆大
楼正式投入使用，紫光华智数字工厂项
目、紫光数字重庆等项目集中签约入驻两
江新区。

据介绍，紫光集团重庆大楼涵盖近
23000平方米的办公区域和近千平方米
的创新体验中心，紫光集团旗下的重庆
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公司、紫光南方
云技术有限公司、紫光重庆数字科技有
限公司、紫光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等4
家子公司及新华三集团重庆代表处均已
正式入驻。

“智能安防+AI”项目已入驻
员工超千人

在众多项目中，进展尤其快的是“智能
安防+AI”项目。

“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在安防领域应
用效果最好，这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重
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汪昊

称，紫光集团决定要进军智能安防市场，并
把这颗子落到了重庆。

为此，紫光集团专门在两江新区投资
设立了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紫光华智”），专注于“智能安防+
AI”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致力于
创新和践行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核心的
新一代安防整体解决方案。

截至今年6月底，紫光华智员工数量
已超过千人，其中研发人员占比超过80%。

除了研发，相关设备的生产也将在重
庆完成。今年4月，紫光华智与两江新区
签署投资合作协议，将在两江新区鱼复园
区投资建设一座现代化的工业4.0数字工
厂。项目占地256亩，建成后将带动上下
游相关产业向重庆聚集，助力重庆打造千
亿级智能安防经济生态圈，将重庆建设成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基础的新安防之都。

紫光云南方总部落户重庆

在紫光集团重庆大楼里，除了紫光华智，
紫光云南方总部项目进展同样令人关注。

紫光云是紫光集团“芯云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紫光南方云技术有限公司（简
称“紫光南方云”）是紫光云的南方总部。

自去年9月落户重庆以来，紫光南方
云已服务于重庆市税务、重庆环保、赛迪等
多个部门和企业，并在重庆落地智慧园区
与工业互联网平台经济区域总部。

同时，紫光南方云还与两江新区合资
成立了紫光重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专注
于智慧城市领域，通过对数据、能力、运营
的高度融合，达到优政、兴业和惠民的目
标，带动城市升级，促进产城融合。

“现在人人都在说建智慧城市，但很多
人不知道，智慧城市的核心其实是运营。”
紫光云南方总部总经理沈波说，建好了智
慧城市，你怎么去运营它，让归集的数据产
生价值，这是最核心的。所以现在智慧城
市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运营。

“紫光云，就是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的。”沈波说。作为重庆市智慧园区服务联
盟的常务副理事长单位和工业互联网重庆
分盟的副理事长单位，紫光南方云正以“平
台+生态+运营”为理念，打造并孵化智慧
园区、工业互联网、可信装配式建筑云、水
务云、电梯安全管理云等产业云，助推重庆
经济高质量发展。

紫光集团助力重庆打造千亿级智能安防生态圈
紫光云南方总部落户重庆专注智慧城市建设

智 博 会 一 年 间

7月16日，在第三届国际前沿科技创
新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
都有为受邀作报告，他认为：“我们正经历
着以纳米科技为主导的第四次产业革命，
现在重视纳米科技的国家很可能成为本世
纪的先进国家。”会后，重庆日报记者对都
有为进行了专访。

在都有为看来，新的产业革命和新的
核心技术兴起之时，也给各国提供了一次
重新“洗牌”的机会，它使后进国家通过发
展新的主导产业实现经济的跨越发展和经
济赶超成为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要重视现
在和未来产业革命的原因。“美国IBM首
席科学家曾说过，正像上世纪70年代微电
子技术产生了信息革命一样，纳米科学技
术将成为21世纪信息时代的核心，带来第

四次产业革命。”
人类进入智能化时代，而人工智能需

要芯片作为基础。他介绍，芯片原理简单，
目前计算机采用二进位运算，只要有两个
稳定的、能快速转化的物理状态，就可以0
和1代表进行运算。比如半导体芯片利用
晶体管的通与断，即电荷存在与否代表0
和1；自旋芯片利用自旋朝上与朝下两个
状态代表0和1。但是，芯片制备却非常麻
烦，需要5000道工序。一颗芯片只有指甲
盖大小，其中却有数公里长的导线，几千万
根甚至数亿只晶体管。

都院士认为，在芯片的应用上，我们将
逐渐从半导体芯片向自旋芯片转型。

实际上，与电荷一样，自旋也是电子的
本征特性，随着自旋电子学这一学科的发

展，其在很多领域中崭露头角。由于自旋
芯片比半导体芯片具有更多优点，比如非
易失性、抗辐射性、高运算速度等，在2008
年日本卫星上就用自旋芯片全面替代半导
体芯片，2013年欧洲空客A350飞机就开
始采用自旋芯片控制系统，2018年韩国三
星宣布将自旋芯片用于手机。原则上，自
旋芯片可取代各类存储器的应用，成为未
来的通用存储器。

“不过，目前国内只有两家公司准备将
自旋芯片产业化，可以说与国外还有很大
差距。”他建议，要加快发展自旋芯片这种
核心高端芯片，最好能建立政产学研相结
合的产业研究平台，提供强大的人才与技
术支撑，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
败之地，才能真正推动产业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都有为：

自旋芯片将成未来的通用存储器
本报记者 张亦筑

7 月 16 日,重庆大学城,南京
大学教授都有为就“创新是社会
发展的动力”发表演讲。

特约摄影 钟志兵

本 报 讯 （记 者 陈 波
李珩 实习生 姚艺）7月16
日，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三
天，我市各地仍有阵雨或雷
雨。当日，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发出紧急通知，预计当天
白天至18日白天，我市西部、
东北部部分地区暴雨，累计
雨量40~80毫米，局地150毫
米，我市发布暴雨洪灾Ⅳ级
预警。

根据气象监测预报，7月
15日8时至16日8时，我市西
部、中东部部分地区出现雷雨
或阵雨，沙坪坝、璧山、北碚、渝
北、合川、大足、铜梁、渝中、九
龙坡等9个区县64个雨量站
暴雨。

预计16日白天至18日白
天，我市西部、东北部部分地区
暴雨，累计雨量40~80毫米，

局地150毫米。
经会商，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决定自7月 16日 12时起，
发布暴雨洪灾Ⅳ级预警信
息。要求相关区县要依法适
时发布预警，启动相应应急
响应。

同时，相关区县、市防指各
成员单位要高度密切关注水雨
情变化，做好预警预报，强化会
商研判与信息共享；要强化应
急值守与巡查，加大涉水工程
（含在建工程）、临江临河学校
及医院、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
域、旅游景区、交通干线、地下
空间、城乡积涝地带等重点防
洪区域的巡查力度，必要时实
施交通管制及布置警戒线等措
施；要立即落实防汛应急抢险
队伍和物资，及时有效处置灾
（险）情。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
暴 雨 洪 灾 Ⅳ 级 预 警
未来三天仍有阵雨或雷雨

本报讯 （记者 杨骏）7月16日，市城
管局发布消息称，近日，重庆动物园两只大
熊猫在同一天产下双胞胎，这意味着重庆在
同日、同地诞生了4只大熊猫宝宝。这在该
园近60年的大熊猫圈养史上属首例，在全
世界圈养大熊猫繁殖史上也极为罕见。

6月23日零点11分、51分，重庆动物
园大熊猫“兰香”产下双胞胎，均为雄性。
当日下午17点14分、42分，重庆动物园大
熊猫“莽仔”也产下双胞胎，均为雌性。

“目前，4只大熊猫幼仔均生长良好：
兰香大仔重 768.5 克，兰香小仔重 643.5
克。莽仔大仔重 529.9 克，莽仔小仔重
547.8克。”重庆动物园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目前，动物园展出的大熊猫共有12只
（不含此次新添4丁），包括9只雌性，3只
雄性。其中有一只叫“新星”的大熊猫，今
年37岁，是全球现存最长寿大熊猫，如果
以人类年龄进行换算的话，它今年已经“百
岁高龄”。

“截至2018年底，‘新星’已有137只
后代，分布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重庆动
物园相关人士表示，这次“兰香”和“莽仔”
产下的双胞胎都是“新星”的第四代后代，
算是“四世同堂”。

据介绍，重庆动物园于上世纪60年代
开始饲养大熊猫，80年代开始繁育大熊猫
幼仔，拥有丰富的大熊猫繁育技术和经验，
是为数不多能够独立繁育大熊猫的动物园
之一。截至目前，该园共繁殖大熊猫25
胎，36只，其中9胎双胞胎，1胎三胞胎。

世界圈养大熊猫繁殖史上的奇迹

重庆动物园两只大熊猫同日产下双胞胎

7月11日，紫光集团重庆大楼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在对智能安防产品进行测试。
记者 罗斌 摄

7月16日，在重庆动物园育幼箱中，“莽仔”产下的双胞胎大熊猫宝宝首次亮相。 记者 张锦辉 摄

笔者近日从渝北区违法建
筑整治办公室获悉，自《重庆市
查处违建若干规定》施行以来，
渝北区双凤桥街道对标对表

“五年清零计划”，总结出了整
违“三部曲”，不仅累计整治违
建约14万平方米，还实现零强
拆、零事故、零上访，得到辖区
群众的广泛支持与认可。

“一部曲”：整治前准备

整治前，双凤桥街道会先
调查摸底。针对违建点多面
广的特点，街道在上级相关部
门指导下，结合卫片执法、群
众举报信息，发动社区、网格
员全面排查，形成包含有违建
位置、结构、建筑面积等信息
的台账，对于企业违建，还与
企业自查情况比对，确保底数
清。

随后，街道及时上报排查
情况至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以供核查并制作限期拆除、
强制拆除等相关法律文书，并
及时将文书送达至违建当事人
手中。

宣传方面，双凤桥街道通
过召开动员会、约谈会，宣传
车、传单、小喇叭，入户等方式
开展政策宣传，透过违建当事
人同事亲朋等从侧面做思想工
作，特别在街道驻居工作组牵
头下，社区居委会充分发挥作
用，不分上下班、工作日和节假
日，与违建当事人反复见面，一
点点打消其顾虑。

在渝北区整违办、区规划
自然资源局的指导下，双凤街
道还加强了队伍建设。即在
区整违办、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的指导下，委托市政执法大队
开展宣传巡查以及拆除施工
中外围秩序维护，从具有多年
违建拆除业绩的公司中比选
队伍承担施工任务，聘请经验
丰富的建筑专业技术人员提
供支撑。

“二部曲”：整治中操作

首先是因违施策分类处
置。居民小区违建有占用公区
搭建、有私家露台搭建等类型，
而企业违建多在企业内部，违建
中有的用作仓库、有的用作生产
车间、有的用于出租。对于不同
的违建，街道采取不同的处置办
法，如拆除、整改、补办手续、罚
款等等，针对住户中有孕妇等特
殊情形，可暂缓拆除。

二是强化监督安全整治。
拆除施工前，预先查看拆除环境，
切断水、电、气，拆除作业做到安
全文明施工，街道、社区常态化开
展监督检查，确保安全有序。

三是全面复核应整尽整。
通过比对台账、群众报告、现场
走访等方式，及时发现没有整
治或整治不到位的违建并查漏
补缺，让每一处违建都得到有
效整治。

“三部曲”：整治后巩固

一是扶贫济困有情操作。
对违建整治当事人生产生活中
的实际困难，街道全力帮扶，街
道层面无法解决的，积极争取
上级政策。

二是综合整治改善环境。
清理废旧垃圾，实施防水工程，
改造消防管网，复耕复绿，安装
健身器材、休闲座椅，整治车辆
乱停乱放等，营造宜居宜业环
境。

三是严格验收及时销号。
对已整治的违建，坚持社区初
核、街道复核、区级验收，验收
合格一处及时销号一处，并解
除房屋产权冻结等限制。

四是加强巡查杜绝反弹。
物业服务公司、网格员、社区居
委会、市政执法大队、街道联动
配合，有针对性开展宣传巡查，
严防反弹。

（曾洁）

渝北区双凤桥街道

唱响整违“三部曲”
实现“三零”顺民心

本 报 讯 （记 者 李 珩
实习生 姚艺）7月16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
悉，按照《重庆市医疗卫生行业
多元化综合监管试点工作方案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我
市将在沙坪坝区、南岸区、永川
区、武隆区、忠县等区县试点医
疗服务多元化监管，为市民提
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据了解，今年4月，国家卫
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开
展医疗服务多元化监管试点工
作的通知》，确定将重庆纳入全
国医疗服务多元化监管试点工
作的省市之一。

“此次试点也是落实‘放管
服’改革的重要举措。”市卫生
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2018年底，重庆已有医疗机构
20524家，事中事后监管任务
较为繁重，亟待探索医疗卫生
行业的监管新模式。

按照《通知》，到 2019 年
底，我市将初步建立医疗卫生

行业综合监管相关制度，建立
联动协同监管机制，完善卫生
健康执法机制，切实提升监管
效能。到2020年，基本实现医
疗卫生的智能化监管和信用监
管，形成政府监管、机构自治、
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多元化
综合监管格局。

“主要还是从监管手段上
进行创新。”该负责人说，一是
协同监管，通过部门联席会议
推进联合执法；二是充分发挥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
术作用，打造“智慧卫监”，让
监管人员少跑腿、数据多跑
路；三是建立信用监管，结合
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查、行业
信用评价、校验管理、既往监
督检查、投诉举报、不良记分
等情况，建立医疗机构和医务
人员信用记录，并公布严重失
信者“黑名单”，届时，有关部
门将制订联合惩戒措施，使严
重失信者一处失信、处处受
限。

为市民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重庆将试点医疗服务多元化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