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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生活
实现金融服务触手可及
不知你每次过高速公路收费站，是在

人工收费那边排长龙，还是在2秒就能通
过的ETC车道？看到拥有ETC的车主
们畅行无阻，是不是充满了羡慕？浦发银
行重庆分行新近推出的ETC就能满足你
的愿望，“一卡在手，说走就走”！

从8月至10月，通过浦发银行重庆
分行申请ETC并绑定浦发借记卡，除了
较为常规的OBU设备免费送，全国高速
95折等优惠以外,还可享受高额的签约
金，同时用户每月可领取加油值以后还
能兑换一定的加油抵用金。更别提洗车
代金券、免费视听会员、每月酒店买一送
一、乐园门票买一赠二等诸多优惠。

浦发银行已与交通部路网中心签
署合作备忘录，成为ETC首批合作银
行，并于8月正式推出了ETC线上预约
服务，可直接去附近浦发银行网点,也
可直接通过线上办理，免去了来回奔
波，网点排队的困扰。

家住渝北的孙先生表示，申请浦发
银行ETC方便快捷，以后无论是加油、
洗车、游玩、购物都能享受到优惠，不仅
仅自己可以享受还可以带着老婆孩子
一起。他说，办理浦发的ETC非常简
单，只需一张浦发银行卡进一步申请并
完成签约即可，浦发银行这波优惠办理
的ETC，确实是优惠多，而且各种优惠
都非常实用。

另外，分行还推出了专用生活场景
APP——“浦惠到家”，结合商业、社区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权益和服务。它
是一款便捷、庞大的金融利器，不仅在
购物、吃饭、旅游等日常消费中可以享
受各种优惠，还能用来申请贷款、估值
房产、转账理财、优惠咨询等，与其相
比，社交工具附带的理财、支付功能就
变得可有可无。

分行透露，浦发APP能让人在消费
中“无界感”更加强烈，它打通了各行
业、各领域的几乎所有边界，覆盖了你
所能触及各类消费场景。很重要一点，
它还是一个功能强悍、使用便捷的金融
工具，植入了权威基金和券商，可以说，

它是一个以APP为中心的“泛金融社交
圈”，这对喜欢和擅长理财的人来讲尤
为重要。

目前，浦发APP已升级至10.0版，
率先应用文本和随机数相结合的声纹
认证体系，通过语音内容、声纹模型等
维度认证，“一句话”即可完成基础金融
交易，勾勒出全语音无接触的线上交易
新形态。

无界开放
打造共建共赢金融生态
去年，浦发银行在业界率先推出的

API Bank无界开放银行，带动了国内
开放银行建设热潮。迄今浦发基本形
成了以API为媒介、以场景为切入的新

型业务模式，旨在通过API Bank将银
行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甚至非金融服
务能力，向同业、用户、合作伙伴开放，
即把浦发银行的服务植入到B、C、G端，
无感融入所有人的生产和生活场景, 构
建一个开放共享、共建、共赢的金融生
态圈。

截至目前，浦发银行APIBank开放
功能涉及账户管理、贷款融资、支付结
算、投资理财、权益活动、信息查询、外
汇业务、创新服务、其他服务共9大板
块，发布291个API，已与中国银联、京
东金融等46家企业建立紧密合作，为超
过500万用户提供服务。

浦发银行敏锐抓住5G发展的历史
机遇，率先在上海开设全国首家5G智
慧网点。浦发银行重庆分行正筹备将
5G智慧网点复制到重庆本土，将来在

分行5G智慧网点，凭借人脸识别、智能
语音，VR（虚拟现实）和AR（增强现实）
等技术的综合运用，客户可以享受各个
场景下的个性化、专属化服务。

科技赋能
重塑普惠金融服务模式
数字化技术赋予了普惠金融全新

的服务模式和丰富内涵，在促进消费金
融发展方面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点，在
浦发银行服务社会民生方面体现得尤
为突出。

浦发银行重庆分行充分运用
APIBank大数据生态链无界共享开放
功能，在今年初创新推出了线上线下
融合的开户智慧预约模式，实现了企

业账户微信预开户，不用填单，流程十
分便捷。

重庆某大型医药公司任职的黄女
士感叹，以往开办企业账户，都是带着
一堆材料到银行一个字一个字填单
据。眼下用了浦发银行推出的“微信预
约开户”方才发现，原来开户也可以这
么简单，“在微信预约、扫描资料后，到
柜面很快就把企业账户开好了！”

随着近年来银行业金融科技的应
用和服务不断改进，目前部分银行已实
现了微信预约企业开户，缩短了流程。
但这当中，大多数仅实现了预约功能，
无法进行实质性的业务办理，流程还有
较大的优化空间。

浦发银行重庆分行“微信预约开
户”正式填补了这一空白——不仅能微
信预约开户，还能扫描识别营业执照
等，从而免去账户信息的录入，企业到
柜确认就实现开户，大大缩短了办理时
间和流程，提升了便捷度，真正实现了

“快人一步”。
新开户预约流程由客户通过微信

发起。客户只需使用微信扫描浦发银
行提供的开户预约二维码，选择预约开
户网点和账户性质，录入相关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等基础信息，并上传企业开户
所需证件影像，经浦发银行审核通过
后，即可自动预约开户。后续企业持证
件资料到柜面开户受理的时间仅需30
分钟左右。

浦发银行金融科技运用水平已走
在了行业前列，企业账户微信预约开户

“快人一步”，正是“智慧化”战略的一个
成果。此外，分行还推出企业在线融资
平台，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利用大数据
挖掘，打造了“场景化、平台化、批量化、
N+l+N”的经营模式，面向中小微企业
推广“e企行”、“利多多活期存款”，为中
小微民营企业提供在线财务、在线销存
等云端服务。

微信预约开户是通过大数据生态
链实现业务本土化、特色化应用，也是
积极响应国家简化企业开立流程的号
召，有效拓展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

杨雪 谌思齐 谭剑秋
图片由浦发银行重庆分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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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规划引领
开启产业升级新篇章

智能制造是制造强国建设的主
攻方向，也是工业提质增效发展的必
然途径。

为切实践行好国家战略和市委、
市政府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
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推动数字经济实现“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的决策部署，垫江迅
速制定出台了《垫江县以大数据智能
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行动计划
(2018—2020年)》。

“规划对大数据智能化做出重点
谋划，细化了工作重点，部署了重大
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是指导各
级各部门有序推进行动计划的纲领
性文件。”垫江县经信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强化
规划执行，增强规划的引领和导向作
用开启了垫江制造业的升级新篇章。

据介绍，今年为加快推进实施行
动计划，该县将“以大数据智能化为
引领，提质发展工业经济”写进政府
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一年来全县
智能制造发展目标任务、重点领域和
工作举措。随后，相关部门迅速跟进
制定“智能制造攻坚行动计划实施方
案”，从技术、装备、标准、应用等方面
细化工作任务和举措，进一步把“工
业强县”建设工作落实落细，致力实
现制造业由小到大、由大变强的跨越
式发展。

“到2020年，垫江的智能产业竞
争力将明显增强，实施‘三五二’工
程，即打造智能制造、智能穿戴、智能
汽车配套3个市内领先的优势产业
集群，培育5家市内有影响力的高新

技术企业和20家科技型企业，初步
建成较为完善的智能产业生态链。”
垫江县相关负责人表示。

强化项目推进
构建齐抓共管新合力

项目是发展的源头活水，狠抓项
目建设是增强发展动力、形成发展后
劲的必由之路。

一年来，垫江紧紧围绕“高”“新”
二字做足文章，深入实施“项目立县、
项目兴县、项目强县”，勇当大数据智
能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创新的重要引
擎、改革的重要阵地、开放的重要窗
口。今年全年计划安排工业类项目
近百个，年度计划投资155.51亿元；
其中，推动新签约项目开工25个、加
快建设项目25个、实现投产项目20

个，智能化改造项目15个、产学研融
合项目5个……

重任在肩，如何完成？凝聚力量
抓项目。垫江全县上下切实把加快
推进大数据智能化新兴产业项目建
设作为引领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重
要举措，通过采取“1+6”项目推进制
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手段，推动项目
建设落地、开工、投产。

实行全过程、流程式对接服务。
坚持项目责任制，推行“一个重点项
目、一位县级领导带队指挥、一家牵
头单位负责、一个工作班子服务、一
名干部抓联络、一个服务计划保障”
的“六个一”工作机制，对项目建设中
遇到的问题逐一把脉问诊，为责任项
目提供“保姆式”服务。

完善项目建设推进机制。进一
步优化实施《关于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的意见》《项目建设综合考评办法》，
建立周通报、月会办、季评、年述职的
推进机制，营造大干快上的项目建设
氛围。强化目标管理，对照年度重大
项目计划及责任分解表，明确了工作
目标和责任单位，确保重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项目建设有序推进。用好“清
单”，促进签约项目快落地、落地项目
快开工、开工项目快投产。

强化政策联动
激活转型升级新助力

智能制造可以直接提高生产效
率，降低运营成本，提升产品质量，是
企业提高行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垫
江陆续出台了鼓励企业实施智能制
造和智能工厂建设的激励政策。

其中，《垫江县加强汽摩零部件

产业突破的若干政策措施（试行）》
《垫江县加强生物医药产业突破的
若干政策措施（试行）》《垫江县加强
材料产业突破的若干政策措施（试
行）》等系列高新产业扶持政策，对
垫江相关企业在智能化发展、科技
创新分别给予最低5万元，最高120
万元奖励；《垫江县工业企业高质量
发展资金扶持方案（试行）》面向全
工业口径，提供企业大数据智能化、
技改扩能、创新研发等方面的支持
和鼓励。

“今年全年将拿出3500万元资
金推动支持。”垫江县经信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围绕企业融资问题，近年
来垫江联合金融机构创新机制，针对
智能制造项目的融资需求，开展“融
资、融物、融服务”一体化的智能制造
金融服务，助力工业企业转型提升发
展。一年来，指导企业获得“应急转
贷”资金20笔9014.5万元，切实降低
融资成本。

“经过机器换人、数字化改造、智
能制造的制造模式迭代升级，积极效
应正在日益显现。”据垫江县经信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县积极支
持博邦内饰、三丰玻璃、益源捷科技
等12家企业投入3.69亿元开展“机
器换人”、完成智能设备升级改造项
目18个，全县“机器换人”已累计237
台（套）……

以此，工业总量不断扩大，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企业核心竞争力日益
增强，新兴动能不断迸发，质量效益
稳中有升，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
现代工业正成为推动垫江全县经济
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引擎。

龙搏 况宇 王琳琳

围绕产业突破 铸造“高”“新”引擎

垫江“三强化”加快推进智能制造
工业兴则垫江兴，工业强则垫江强。作为

重庆重要工业配套基地的垫江，近年来，围绕
“产业突破”正再造经济发展基因，重塑经济前
行动能。如今走进县城工业园区、澄溪工业组
团，转型升级的热潮无处不在。

——在国内最大的摩托车铝轮生产企业之
一的重庆捷力轮毂制造有限公司里，从浇铸、打
磨、加工到喷漆生产线的工艺改造和技术创新，

从引进打磨机器人、上下料器人，到发动机自动
化安装等先进设备，正不断增强产品的核心竞争
力。

——在重庆三丰玻璃有限公司，该公司先
后引进5条智能玻管生产线、35套全自动玻瓶加
工智能检测设备、150余台管制瓶生产设备、50
余台全自动插管设备，切实提高生产质效，实现
年产口服液玻璃瓶18亿只……

转型升级，将人工“制造”转变为智能“智
造”成为了企业发展的上升路径，对于区域经济
发展而言更是注入新动能。据垫江经信委最新
数据显示，自2018年，该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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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来，全县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57.3 亿元，
同比增长9.69%，实现利润13.3亿元，同比增长
27.9%。

农村地区、
偏远乡镇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持续
加强

农 村 地 区
4G 网络覆盖率
达到 95.6%，境
内高速公路、高
铁线路和县内绝
大多数公路实现
100%覆盖。农
村地区和偏远地
区的光纤覆盖率
达到 85%以上，
50%以上的家庭
光纤入户。

5G 建设加
快推动

今年，垫江
已建成 5G基站
9座。2019年全
年规划建设 5G
宏、微基站站点
67座以上，2020
年规划建设 5G
宏、微基站站点
177座以上。

公共区域免
费无线局域建设
积极推进

计 划 2019
年在县城公共区
域内人群集聚度较高、潜在上网需
求较强的场所建设114个无线局域
网访问接入点（AP）。

“信息乡村”建设扎实推进
助推镇村政务服务和民生服务

能力的提升，促进农业与服务业、工
业融合发展，截至目前建成“互联网
小镇”1个(新民镇)、“互联网村”8
个。2019年，6个“互联网小镇”、8
个“互联网村”正在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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