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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重庆顺多利机车公司
喜事不断，先是从8000多家国内
同行中脱颖而出，入围“中国铸造
行业压铸件企业综合实力50强”
榜单，随后被全球知名汽车空调
厂商、韩国韩昂公司评为“最佳质
量供应商”。

这家企业为啥频频获得国际
国内“点赞”？“很大程度上要归功
于重庆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
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
计划。”顺多利机车公司董事长周
继群说，受到政策激励和引导，他
们对生产流水线进行智能化改
造，有效提升了产品质量。

8月22日，在顺多利机车公
司位于北碚蔡家的车间，记者
看到，一个机器人自动将已经融
化成液态的铝从保温炉中舀出
来，倒进模具中；另一个机器人
从传送带上取下模具，打开，将
已经成型的铸造物件抓取出
来。另外几条生产线上，机器人
正在完成对铸造件的修理、喷
漆、打磨、转孔等工序。

“以前，工人在极高温条件下
凭经验作业，很难保证质量。并
且，产品出了质量问题，很难弄清
是在哪个生产环节出了差错。”周
继群说，改造后，实行全程智能作
业，确保了产品品质稳定。同时，
通过机床上安装的信息采集装
置，生产全程中的数据都被记录
和储存，哪儿出了差错，后台一目
了然。

事实上，像顺多利机车公司
一样的智能化生产场景，在北碚
很多企业都很常见——

在颜宏齿轮厂，一根电机
轴承先后要在8台数控机床上
进行不同部位的加工，但这些
操作全部由机器自动完成，工人
只需点击机床上的屏幕、设置参
数即可。“智能生产后，一线工人

减员50%以上，产品合格率提高
了 10%，产值和效益提升了
20%。”颜宏齿轮厂负责人朱银
堂说。

在茂田机械公司，从自动化
生产线下来的，不再是此前生产
了几十年的摩托车离合器齿轮等
配件，而是电动医疗器械减速电
机、服务机器人减速机和驱动系
统等20多个品种的智能产品。
以智能化的方式生产智能化的产
品，去年，这家企业销售收入同比
增幅超过37%。

总体上看，2018年，北碚区
大数据智能化领域企业实现产值
413亿元，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比重达56.7%，同比增长
11.4%。今年上半年，该区大数
据智能化领域企业实现产值202
亿元，同比增长24%，占全区规
上工业总产值的54%。

“智能制造”产值为何能占据
北碚区工业“半壁河山”？

“智能化的好处都看得见，但
不少企业下不了决心。我们通过
政策引导、典型示范和金融创新
等多种手段，甚至还组织企业到
外地参观考察，为大家打气。”北
碚区经信委党组书记雷建国介
绍，经过引导，近两年来，北碚有
近百家制造型企业进行了不同程
度的智能生产线改造，其中获得
市经信委认证的智能工厂或数字
车间就有7家，数量名列全市前
茅。

围绕智能化，为企业创造好
的营商环境，是北碚智能制造迅
速发展的另一重要手段。该区已
经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政策扶持体
系，专门制定了中小微企业、大企
业发展五年培育计划，单个企业
甚至整条产业链，通过大数据智
能化方法提质增效的，都可享受
到政策支持。

智能化企业产值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54%

智能制造为何能占据
北碚工业“半壁河山”

本报记者 吴刚

“
雅居乐街舞大SHOW热力全开

滨爵府江湾现墅开启美好
伴随着一档综艺节目《这！就是街舞》的全网走红，这档豆瓣评分高达9.7分的现象级口碑节目，让街舞引发无数人关注和讨论。
8月24日，雅居乐地产携手《这！就是街舞》人气选手波子，并联合8支专业街舞社团，共同拉开了2019雅居乐街舞大SHOW的序幕，首站街舞BATTLE，现场活力四射、热情洋溢，这场热舞之旅吸引了上千名观众共聚雅居乐

滨爵府，共同见证这个燃情之夜。

燃力十足
全程高能引爆现场

作为2019雅居乐街舞大SHOW
的四强争夺赛，现场可谓高手云集，迎
来了 FROM INSIDE、UP STYLE、
UTC、浩克、喷火龙、唐人、舞乐缘、嘻
哈怪兽8支街舞社团。街舞秀现场，
绚丽的舞台、变幻的灯光、动听的歌
声、轰鸣的音响、摇曳的灯光，台上台
下嗨成一片。无论是技术流的POP-
PING，还是让人应接不暇的手指舞，
又或是力量爆棚的HIP HOP，队员们
绝招不断，让现场氛围高潮迭起，经过
激烈的角逐，最终决出四强选手。

当《这！就是街舞》人气选手波子
压轴上台表演时，现场迎来了最high
的高光时刻，空翻、海豚下潜、跳转、单
手倒立旋转、空中大回环……专业而炫
酷的动作，瞬间点燃观众的热情，他们
用欢呼声与尖叫声回应现场热烈的气
氛，构成了一幅热情满满的盛典图景。

参与活动的张先生在看过表演后
有感而发，“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感觉
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近距离的观看，
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了街舞的魅力，感
觉来得很值。”

经典再造
高端穹湾系礼献重庆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这！就是街
舞》能够引发如此多的关注，是因为节
目本身对艺术文化的尊重，对原创的
坚持，对品质的追求，这与雅居乐滨爵
府的产品观念不谋而合，这也是2019
雅居乐街舞大SHOW举办的缘由。

梳理雅居乐地产的产品线，不难
看出其对品质的如一追求。可以说，
雅居乐所出，必为精品。

尤其是雅居乐最为人知的海南清
水湾项目，自2008年推出以来，蝉联
海南地产销售八连冠。

2008年，雅居乐在海南清水湾
面世的同年入渝，打造了首个旗舰项
目——雅居乐国际花园，成为南岸的
宜居标杆示范项目；2014年，雅居乐
重庆二号作品——雅居乐御宾府面
市，引领大渡口新奢艺术生活升级。

可以说，雅居乐每到一座城，就成
为一座城市的人居地标所在，呈现地
不仅仅是建筑、景观及服务上的高品
质，更是融合对于城市个性的深入解
读，赋予生活独有的人文内涵。

如今，随着重庆两江四岸的提
档升级，对于江湾资源的保护和建
设将更加高要求、高标准。雅居乐
地产凭借前瞻敏锐的发展眼光，择
址礼嘉半岛，布局了穹湾Top系人
居江湾作品——雅居乐滨爵府。

江湾现墅
助力区域人居升级

建筑可以创新，地段却无可复制。
作为重庆少数的滨江区域，礼嘉

拥有16.5公里江岸线，旖旎风光织出
重庆最美江岸，也造就了金海湾滨江
公园的独特美景。同时整个礼嘉半岛
还拥有白云湖、龙塘湖等天然湖泊和
白云山、白云寨等9大城市公园环绕，
生态资源丰富。

自2002年礼嘉国际商务区成立以
来，礼嘉板块城市规划不断升级加码。
当前，依托江、湖、山、园自然地貌，礼嘉
规划打造约310万平方米的滨水商圈
带，未来建成后将形成集国际商业中
心、滨湖BOX商业街区、天街MALL、
TOD商务区等于一体的“商业新都会”，
将刷新重庆商业消费新版图。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首届智博会
重要项目之一的礼嘉智慧园将于
2019年智博会期间开园迎客，让未来
生活实景呈现，礼嘉智慧城的蓝图也
将逐步呈现。

同时，日渐繁华的礼嘉，其他城市

资源也在逐渐成熟。交通方面，轻轨
6号线及国博支线穿行而过，15号线
（规划中）未来可期，金海大道、金通大
道、兰海高速等城市主干道立体便
捷。教育医疗方面，星光小学、礼嘉中
学、两江巴蜀中学已经开学，儿童医院
礼嘉分院也已建成运营。娱乐休闲方
面，欢乐谷、玛雅水公园及两江新区最
大室内羽毛球中心——礼嘉羽毛球中
心等已经迎客。

从商务—旅游—生态—智慧，随
着礼嘉智慧城、体育演艺中心、音乐艺
术中心等城市规划的逐步兑现，礼嘉
的区域价值将进一步凸显。

礼嘉滨江带作为限品牌开发商、
限低容积率、限建筑高度的“三限令”
区域，需要具有前瞻眼光和综合实力
的开发企业来倾力打造。雅居乐以鲜
有的眼光与魄力，匠筑1.35纯低密现
房别墅群——雅居乐滨爵府，代言“两
江四岸·壹号现墅”。

如果说礼嘉江湾是一条玉带，那
么雅居乐滨爵府就是玉带上最闪亮的
黄金分割点。作为雅居乐入渝的首个

现房项目，未来将助推区域提档升级，
随着项目主要配套的逐步落地，是礼
嘉区域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生
态新城的生动实践。

匠造精品
现房别墅的艺术传承

一线滨江资源、成熟城市配套，核
心地段区域，唯有精雕细琢，方能不负
土地。雅居乐带着27年的品质基因
和领先经验，将匠心注入江湾别墅与
奢境洋房的每一个细节，让建筑美学
与人居艺术深度结合。

雅居乐滨爵府，以人文为肌底，以
建筑为载体，通过建筑和场景的营造，
将生活艺术融汇于建筑美学之中，让
新中式建筑美学焕发新生，盛造大道
至简、淡泊宁静的生活意境，让人们回
归最原始、最质朴的生活状态。

滨爵府在设计上精雕细琢，在施
工上精益求精，对每一道工序要求极
为苛刻，黄金分割对轴设计、大尺度几
何图形勾勒，典雅米白为主调、庄重深

褐为基底……每一笔线条，每一块色
彩，从建筑表面到人居内核，用现房的
形式演绎东情西韵。

同时，雅居乐本着对土地的尊重，
把生活还给自然，景观上，打造了约
2700平方米景观大道，长约170米、
宽约16米，以罗汉松、银杏、香泡、朴
树、五角枫等大型乔木为背景植物，配
以樱花、桂花、紫薇等点景花束植被，
打造恢弘的自然盛景。

户型设计上，其中首推的套内约
192平方米江湾联排，伴江而生，南北
双入户花园设计，令室内生活外延，私
藏一方天地，观草木繁茂、赏花开四
季，百种美好生活尽在此间院落。南
北通透的纯板式户型结构，5室2厅4
卫布局，约9米大面宽，全明无暗室，无
遮挡的观景视野，阳光明媚、清风自
然。

双品牌护航
遇见有温度的生活

买房一时，住房一世。房子，早已
不再局限于建筑本身而是延展到生活
的方方面面，美好的品质生活需要全
方位的物业管理保驾护航，让幸福有

更多可能。雅居乐滨爵府，赋予礼嘉
理想人居的，不止是建筑设计的品质
与美学，更是把高水平的物业服务融
入理想生活中。

雅生活集团作为目前中国市值最
高的物业服务企业，以雅居乐和绿地
两大知名地产商为品牌，集结了物业
服务、网络科技、旅游、广告、营销、验
房六大业务舰队，为业主提供全面的
居家生活解决方案。

截至2018年12月31日，雅生活集
团管理范围覆盖全国24个省市自治
区，服务类型涵盖主流住宅、高端豪宅、
旅游地产、商业、写字楼等多种业态，合
约总建筑面积为2.46亿平方米，拥有
500多个项目，服务业主逾100万人。
未来，随着雅管家联盟不断壮大，规范
化、精细化、专业化、定制化的服务必定
让雅居乐的圈层生活更添尊崇感。

千里嘉陵江从礼嘉半岛徐缓而
来，浩荡江景展卷于繁华之中，而又与
城市保持恰好的审美距离。

在物理距离上亲近江，在生活方
式里融入江，在艺术人文中向往江，在
时代新审美里升级江，这就是雅居乐
滨爵府的江岸生活的美好图景。

方媛 图片由雅居乐滨爵府提供

雅居乐滨爵府项目效果图

2019雅居乐街舞大SHOW首场滨爵府站现场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水鸟翩
翩起舞的迎风湖国家湿地公园、上演
国际时尚秀的解放碑商圈和都市风光
交相辉映的湖广会馆……8月25日
晚，由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科教
频道打造的2019新版重庆形象片在
各大媒体发布。时长35秒的形象片
分为山水、人文、都市三部分，用22个
画面讲述了重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优美生态、传统与现代完美交融的都
市风情。

形象片导演余季波介绍，从1月2
日启动策划以来，该形象片历经近
200次调整，在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
业博览会（以下简称 2019 智博会）开
幕前一天正式发布。“新版形象片和去
年推出的重庆城市形象宣传片相比，
更加凸显重庆的国际风范、时尚气息
和人文底蕴。希望该形象片能让参加
2019智博会的中外嘉宾感受到重庆
的无穷魅力。”

新版重庆形象片除了展示两江环
抱的渝中半岛、灯光璀璨的洪崖洞、有
着“空中客车”美誉的长江索道等已受
到高度关注的景观，还展现了大型诗
词文化实景演艺《归来三峡》、舞剧《杜
甫》等重庆新涌现的文旅名片。该形
象片将在重庆户外大屏播出，让新重
庆的魅力更加深入人心。

新版重庆形象片一经推出便受到
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好评。“形象片中既
有都市的时尚，又有田园般的闲适；既
有新时代发展的日新月异，又有巴渝
文化的特色音符，让我感受到重庆的

厚重底蕴和独特气质。”綦江区石壕镇
镇长杨文武说。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研
究生李雪观看形象片后感叹：“能有幸
在如此美好的城市生活和学习，是我
的幸运。”年过七旬的铜梁区市民秦廷

光说，这部形象片视角独特、画面简练
精美，将新重庆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
致，“通过形象片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宾
朋推介重庆的山水美景，我为这种方
式点赞！”

时长35秒，分山水、人文、都市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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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曾立）8月 22
日，来自市发展改革委的消息称，市发
展改革委以深化作风建设为抓手，以
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为落脚点，开展了

“服务基层作风建设年”活动，取得明
显成效。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市发展改革委把学习教
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
穿全过程。为促进全委干部改进服务
基层作风，市发展改革委启动了“服务
基层作风建设年”活动。

“‘服务基层作风建设年’活动，就
是要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称。

活动中，市发展改革委党组聚焦
“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生态产业化”
“能源供应保障”等我市改革发展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
难点问题，组建8个调研组，实地走访
了20多个区县、100多家企业、数十

个市级部门和园区，以召开座谈交流
会、坝坝会、现场观摩、个别访谈、发放
调查问卷等形式，直面需求，全面梳理
汇总，形成9个调研报告，共收集整理
调研问题 57个，制定整改措施 137
条，即行即改29条。

据介绍，针对企业存在的困难和
建议，调研组提出整改措施18条，其

中需其他市级部门研究办理的10个
问题已转交，有的问题基本整改到位。

除了到基层调研，“服务基层作风
建设年”还包括简化审批流程、加强培
训交流、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落地跟进、
树立机关形象等内容。截至目前，市发
展改革委已拿出17项具体措施，真正
做到脚踏实地服务基层、服务群众。

以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为落脚点

市发改委开展“服务基层作风建设年”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