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由紫光软件系
统有限公司投资1亿元的
重庆紫光软件有限公司
（下称“重庆紫软”）正式入
驻重庆智谷智能创新产业
园。这是紫光助力重庆打
造千亿级智能安防经济生
态圈的重要一步。

在今年3月的重庆国
际马拉松赛事上，已经出
现了重庆紫软的身影。作
为安保技术保障单位，重
庆紫软专门开发了马拉松
赛事安保防控界面，设计
了严密的保障方案，部署
了AR防控体系，安排了视
频平台深度巡检，新建了
百余个关键镜头，保障了
大赛的顺利完成。

重庆紫软将城市智能
安防系统的建设作为主
要业务板块，通过人工智
能技术结合大数据的深
层应用，提供智慧城市安
防系统的顶层设计和开
发应用。

以落地在南岸区的雪
亮工程为例，重庆紫软提

供了一体化的信息服务
和运维服务，包括基于各
类视频资源和数据资源
的社会视频资源接入管
理、大数据综合深度分
析、车辆识别智能分析、
超融合实景指挥系统、区
域治安智能防控应用等
10项后端平台服务，以及
包括公共区域镜头、交通
卡口等在内的5项前端图
像信息服务，进一步提升
了南岸区治安防控整体
效能，让城市更智能，让
生活更安全。

未来，紫光将充分发
挥在芯片、紫光云、人工智
能、大数据分析、安防核心
设备等领域的技术优势，
打造安防领域的数字大
脑，通过“建、管、用、维”一
体化的智能安防解决方案
的开发和IT服务，为全国
的公共安全构筑坚实的智
能防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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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庆美的制冷有限公司
（下称“美的制冷”）传来消息，今
年1-7月，该公司家用空调产量
达309万套，同比增长33%；实
现产值61亿元，同比增长97%；
实际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3.7亿元，为去年同期的4.6倍，
已经达到去年全年总额的 2.5
倍。同时，智能空调占比大幅增
高，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产品
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
有望在今年跨入百亿级企业。

美的制冷由美的集团于
2011年5月投资成立，致力于家
用型定频、变频空调器整机、零

部件的生产以及IPM（变频智能
功率模块）封装、测试，是美的空
调在西南地区的唯一制造商。
其中，IPM是国内美的32个基
地中唯一一个制造IPM模块的
厂商，是全国第一条全自动封测
线。

作为龙头企业，美的制冷的
带动作用也十分明显。今年上
半年，带动区内8家配套企业产
值实现50%以上增长，最高的达
到3倍以上。

“取得这些成绩，得益于经
开区的扶持与帮助！”美的制冷
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重庆

经开区务实服务民营企业，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为辖区企业加速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和坚强
的保障。

在对美的制冷的扶持上，重
庆经开区经济发展局主动作为、
靠前服务，成立服务专班，与企
业长期保持良好沟通，高效帮助
企业解决一系列遗留问题以及
生产经营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

精准高效的服务、良好的生
产经营保障和有针对性的扶持
政策，促进了美的制冷的快速发
展。2017年、2018年产值分别
实现74%、42%的高增长，家用
空调年产能由2016年126万台
快速增长到 2018 年的 355 万
台，产销两旺，步入了高质量发
展的快车道。

重庆经开区良好的政企沟
通和营商环境得到了美的集团
的充分认同。美的集团明确加
大对美的制冷的投入和资源倾
斜，并与重庆经开区达成提质扩
能及产销一体化项目投资协
议。新增10亿元投资，增加高
附加值的柜机、智能机产品型号
和生产配额，全力助推美的制冷
实现当年业绩翻番，突破百亿大
关，未来持续做大做强，力争
200亿规模。

在中国智谷飞象工业互联
网创新中心，一座真正的“智能
工厂”正在有条不紊地生产运
行。车间里，绿色小巧的自动
导引车游走在各个生产环节，
将仓储、生产、质检、物流等各
个环节和设备全部通过工业级
互联网相联接。这个由重庆飞
象工业互联网公司特意打造的
展示厅，旨在为重庆的传统制
造业开启一扇“智能”之门。

重庆工业发展历史悠久，
具备全球最大电子信息产业集
群和国内最大汽车产业集群，
在装备制造、综合化工、材料、
能源和消费品制造等行业和领
域都形成了千亿级产业集群。

随着时代的发展，重庆制
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凸显出薄弱
环节，亟待转型升级。实现自

动化、智能化，让企业降本增
效，成为发展必然。去年，我市
出台《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
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实施
方案》，为工业互联网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政策与环境保障。

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都
迫切希望企业智能化转型升
级，飞象工业互联网平台应运
而生，正当其时。

飞象工业互联网平台由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阿里云计
算有限公司与南岸区政府共
同建立，它以工业互联网为技
术核心，平台结合生态，提供
跨行业跨领域的一站式智能
制造解决方案。这个名字，寓
意着让重如大象的工业企业
重新起飞。

去年8月举行的“2018云

栖大会·重庆峰会”上，出席飞
象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布仪式的
阿里云IoT总经理库伟提出了
飞象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智能制
造的三个定位：不是对制造业
传统的否定，是对现有能力的
优化提升；不是大企业的专项
设施，是中小企业的普惠智造；
不是简单的生产设备互联，是
工业物联网+互联网。

这三个定位很好地诠释了
飞象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使命，
即为制造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量身打造智能化制造升级转型
方案。

飞象平台计划在3年内，
接入100万工业设备。5年内
将助力重庆4000家制造企业
实现“智造”，打造工业互联网
的“重庆标准”。

我市是国内重要的汽
车产业基地。氢能是汽车
未来的重要能源来源，也是
新能源汽车的终极方向。

格罗夫氢能汽车公司
（下称“格罗夫”）在全球氢
能汽车产业处在培育和导
入的关键时期，坚持氢能
化、轻量化、智能化，面向全
球开放式系统集成创新、全
新正向开发具有独立自主
知识产权的氢能乘用车，
致力于打造氢能汽车时代
全球领军企业。

位于中国智谷的格罗
夫重庆试制试验基地，具备
年产300台氢能汽车的试
制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氢能汽车试制试验线，
能为产品批量生产做充分
验证，产线可以根据不同产
能进行复制和升级，满足不
同产品混流生产，适应格罗
夫多平台多车型开发。

格罗夫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重庆布局，不仅有
利于带动西南地区汽车
产业发展步伐，加快产业
升级，而且也将进一步刺
激汽车消费需求，推动区
域经济创新发展。

4月13日，格罗夫氢能
汽车公司高端SUV在重庆
试制试验线上下线。这款

在经典中透着现代科技的
高端氢能SUV，氢能动力
洁净环保，行驶过程中只排
放水，超低能耗；最大续航
1200公里，全尺寸，采用承
载式全碳纤维车身，实现了
极致的轻量化水平；首创双
大屏设计，兼顾主驾安全和
副驾娱乐性，彰显格罗夫尊
重用户的品牌属性。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独
立创新发展的氢能乘用车
企业，这意味着蓄势已久的
格罗夫氢能汽车公司已迈
出了在全国布局坚实的首
步。

到2020年，格罗夫重
庆项目将形成万辆级批量
生产销售能力。格罗夫将
联合欧洲合作伙伴设计、联
合管理先进高效的工厂，通
过现代化的生产制造管理、
国际化的质量保证体系，确
保每一款产品都有卓越的
工艺水准。

两年内，格罗夫将在
重庆投放两个车型，开展
产品验证与生产制造工
作。今年，公司拟生产200
台氢能源车，2020年将量
产 10000 台，主要用于共
享汽车等公共交通工具。
重庆市民将有机会率先体
验氢能源车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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