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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融入生活》》

“我们的智能座舱，可以
为全球的汽车产业特别是智
能汽车赋能。”中科创达·重庆
总经理陈茂兴说，因为公司在
这方面有强大的研发和技术
能力。

2016年2月，中科创达公
司与高通（贵州）投资有限公
司在仙桃国际大数据谷内成
立了智能硬件领域的合资企
业——重庆创通联达智能技
术有限公司。2017年10月，
中科创达公司又在“谷”内设
立智能汽车全球总部——中
科创达（重庆）汽车科技有限
公司，以及重庆协同创新智能
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我们的底气是因为中科
创达在智能操作系统领域超
过10年的技术沉淀，我们所
提供的车载操作系统已广泛
应用于主流汽车厂商。同时，
中科创达收购了Rightware
这家芬兰车载交互技术公
司。手中有了这家公司最著
名的产品‘Kanzi’现在我们在
车里看到的效果炫酷的全液
晶仪表，就是用Kanzi设计出
来的。”陈茂兴说。

中科创达协同创新智能
汽车研究院已于去年8月正式
开张，并联合智能汽车产业链

上的芯片、传感器、核心算法、
ADAS 等上游厂商，汽车厂
商、汽车配套等下游厂商和高
校及科研院，展开下一代智能
网联汽车相关技术的研究与
创新，助力重庆本地乃至全球
智能汽车产业升级。

目前，在“谷”内的智能汽
车研究院已分别在智能座舱
及人机交互研究、智能操作系
统研究、智能驾驶研究、通信
和信息安全研究、软件评价和
虚拟仿真研究等方面，建立了
5个协同创新平台。并分别与
高通公司成立“智能座舱联合
实验室”，与SONY公司成立
了“车用视觉传感器联合实验
室”,与德州仪器成立“应用处
理器与雷达技术联合实验
室”，与黑莓QNX公司成立了

“操作系统联合实验室”，与恩
智浦公司成立“应用处理器与
智能仪表联合实验室”，以及与
其他科技公司联合成立了人机
交互，自动驾驶、车联网与智慧
交通等9个联合实验室，已投
入研发资金1850万元，申请知
识产权24项，其中发明专利15
项、软件著作权9项。

“有了中科创达的赋能，相
信重庆乃至全球的智能汽车将
会‘跑’得更快。”陈茂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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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升政务大数据平台是
国内首创的真正实现政务类
数据发挥政用价值的产品。”
重庆扬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勇说。

刘勇介绍，在深入推进大
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过程中，
需要在管“云”管“数”管“用”
上下大功夫，推动政务数据

“聚通用”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和服务水平。要加强数据整
合，不断提升政务数据上云水
平。要促进数据共享应用，充
分挖据政务数据商用、民用、
政用价值，开发政务数据公共
服务产品，让大数据为经济赋
能，为生活添彩。

扬升公司打造的国内首
创政务大数据平台，采用类脑
计算、机器学习、语义分析等
人工智能前沿技术，面向各级
政府机关单位，整合全国经公
开发表的政务类数据，通过大
数据再造引擎形成“政策文件
库”、“法律法规库”、“各类政
务数据专题库”、“用户行为
库”；通过政务信息资源共享
交换平台，采用数据交换技
术，实现区域政府、各级部门
各类本地政务数据的整合，形
成“本地各类政务数据专题
库”，从而实现上级政务类数
据、同级政务类数据、本地政
务类数据的汇集，形成海量专
业的政务类大数据平台。目
前，扬升政务大数据云平台已
经实现数据上云。

有了海量的政务数据，如
何使用、发挥数据的价值？扬

升公司通过数据融合技术，实
现政务类数据与政府机关单
位办公、办会等日常业务系统
的深度融合。在公文签批、会
议议题决策及其他工作中提
供数据关联推荐、关联分析、
可视化展示、精确查找、实时
政务资讯、政策文件解读等服
务，进一步提升政务数据的政
用价值。

目前，公司研发的政务大
数据平台已在全国30多个政
府单位运行使用。各级公务
人员如今都随身带着一台移
动终端，走到哪儿都可以处理
工作。而让他们更满意的是，
在领导班子集体决策重大事
件时，政务大数据平台可以自
动关联推荐，也可以随时调取
相关的政策文件、法律法规以
及全国各地的成功经验等专
题数据和参考资料。有了这
样的决策参考，能够发挥数据
的价值，使所做出的决策、更
科学、更智慧，更符合老百姓
的需求，受到各级公务人员的
高度赞赏。

刘勇说，扬升公司在研发
政务大数据平台过程中，投入
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成立了智
慧政务研究中心，攻克了从数
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融合、
数据分类、核心算法、语义分
析等技术难关，充分发挥了政
务类数据的政用价值，形成了
一大批专利技术与核心知识
产权，提升了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目前正在积极申报市级工
程研究中心。

扬升政务大数据助力政府科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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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桃国际大数据谷
小空间里的大智慧

“软智慧”
吸引来760家“软企业”

“到目前为止，‘谷’里已注
册了760家‘软企业’。”重庆仙桃
数据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杨继刚说，“进入‘谷’内的
这些企业，多数都以软件开发为
主。这些企业也是被渝北的‘软
智慧’吸引来的。”

杨继刚介绍，除了区里有一
整套的吸引人才、科技服务的政
策外，在“谷”内，还能享受到诸
如专员式的服务。仅由仙桃数
据谷公司牵头组织的一个IC沙
龙，就能较为有效地为企业解决
资金甚至市场的问题。

“谷”内有一家软件开发企
业开发出的“双目辅助驾驶模
块”，能够帮助驾驶员在驾驶中
实现360度无死角。一次，在IC
沙龙活动中，这家公司谈到了这
一产品的市场问题后，仙桃数据
谷公司就开始在重庆市内为其
寻找市场。目前，这家公司开发
的这一产品已安装到了东城公
交公司的公交车上，并正与更多
的公交公司进行洽谈。

“正是这些不起眼的‘软智
慧’，让进入‘谷’内的‘软企业’
得到了称心的服务，愿意到这里
来发展。”杨继刚说。

“软企业”
服务“硬产业”

前不久，华为公司在仙桃国
际大数据谷举行“DevRun·选择
不凡”华为云技术沙龙，为软件开
发者赋能。来自150余家软件相
关企业的负责人、技术总监、研发
骨干以及我市部分高校的学生
500余人参加这一活动。

在进入“谷”内的企业中，华
为“软开云”平台可称得上是最
软的企业之一。

可是，在为产业赋能中，这
看上去最“软”的企业却显得最

“硬”。从去年智能博会后进入
“谷”内后，截至目前，华为“软开
云”平台就已为重庆2000多家科

技企业开展了政策及技术咨询
服务，完成了313家企业的软件
开发上云支持工作，主办技术沙
龙14场，并走进企业开展培训活
动280余场，服务全市软件开发
人员3600多人次。

“‘软企业’服务‘硬产业’，
这是数据谷为全市乃至全国经
济赋能的独特作用。”杨继刚说。

在“谷”内，一批“软企业”在
用大数据为实体企业赋能。如
在“谷”内的国家发改委大数据
中心重庆分中心、国家信息中心

“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西部分
中心、西部大数据前沿应用研究
院等，其庞大的“数据”已形成自
主可控的大数据产业链、价值链
和生态系统。在“2018年中国大
数据产业园区综合发展实力榜
单”中，仙桃国际数据谷已名列
第四位。

这具有实力的大数据产业
链，已成为实体企业和产业赋能
的“动能库”。

“软平台”里的
大服务

仙桃国际大数据谷在开建
之时，就规划要建10个开放式的
共享“软平台”。

“如今，这10个开放共享平
台，已建成投用6个。”杨继刚说，
这些开放共享平台虽“软”，但在
服务企业、帮助企业解决研发能

力不足等问题中却显示出了很
强的硬实力。

“谷”中的3D打印平台，是
目前西南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
齐全、技术最先进、功能最完善
的3D打印创新与服务平台，可
为企业定制三维数字化及3D打
印技术的综合解决方案。企业
研发出一项新产品，在这一平台
上打印，只需3天样品就可出来。

这些已投用的“软平台”，已
在为重庆的企业和产业服务上，
赋予了重要的动力。如智能样
机生产平台自建立以来，就已为
服务型机器人、虚拟现实、无人
机等领域的企业生产样机、样品
数万件。

有芯片又有软件

有“芯”无“软”，这是大数据
智能化发展中的常见现象。

“目前，我们正在解决这一
问题，让‘谷’内有‘芯’又有

‘软’。”杨继刚说。
前不久，“谷”内的物奇科

技、线易科技等企业集中发布了
5款具有“重庆基因”的芯片。

这些芯片都具有市场竞争
力。如物奇科技公司推出的一
款“WQ5106本地降噪和语音识
别芯片”，虽然只有指甲盖大小，
却拥有业内领先的麦克风阵列
技术、远场降噪语音交互等技
术。就是在非常嘈杂的环境里，
5米左右的距离也能让智能设备
清晰识别语音指令，识别度达
90%以上。这款芯片可让蓝牙耳
机、智能音箱、智能小家电等实
现产业升级。

杨继刚介绍，在“谷”内线易
科技、矩芯视觉、摩尔精英等核心
企业的助推下，去年智博会期间
孕育而生的集成电路（IC）设计产
业园，目前已集聚起20余家企
业，这些企业已成功研发出多款
AI-IOT芯片及物联网芯片。

然则，要有“芯”又有“软”，
这智能化才能真正实现。因此，
渝北区委、区政府根据全区智能
化产业发展的需要，决定同步发
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把“芯”
和“软”结合起来，打造千亿级产
业集群。

有“芯”又有“软”，仙桃国际
大数据谷就真的要成为大“智慧
谷”了。

王彩艳 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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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博会期间参展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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