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2020年 11月9日 星期一

责编 屈茸 王萃 美编 包东尼

CHONGQING DAILY

9 月 15 日，2020 线上智
博会期间，新加坡浮游科技
公司（下称“浮游科技”）与上
海一家企业在线签署了中新

“玩转新加坡”平台合作意向
书。

这不是浮游科技首次在
智博会找到合作机会。

2018 年 8月 22 日，首届
智博会召开前一天，浮游科
技和重庆旅游投资集团发布
了为重庆量身定制的智能旅
游解决方案——“爱重庆”
App。

2019年5月，由重庆旅投
集团和浮游科技合资共建的

中新（重庆）智慧旅游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下称“中新智
旅”）正式成立，成为目前中新
项目中唯一合作落地的旅游
项目。此后，中新智旅与市文
旅委、洪崖洞、红岩联线、重庆
旅游集团等所属旅游资源陆
续达成合作。

中新智旅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爱重庆”微信小程
序作为智慧景点助手，正活跃
于重庆多个景区，可解决游客
在重庆旅游时的诸多“痛点”。

例如，打开“乐和乐都主
题公园|爱重庆”微信小程序，
公园内的手机充电点、洗手

间、主要娱乐设施和演出地点
分布等一目了然，点击“路线”
即可导航前往。

“微信小程序体积轻量，
操作简单，深受 C 端用户认
可。”中新智旅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爱重庆”小程序已
覆 盖 重 庆 大 部 分 5A 级 景
区。此外，中新智旅还与市
文旅委合作，开发了“惠游重
庆”公共服务平台，推进文商
旅融合。

据介绍，浮游科技专注于
智慧旅游解决方案，到重庆发
展之前，新加坡最大的综合旅
游度假区圣淘沙就是他们的

客户。
基于为圣淘沙服务的经

验，浮游科技很注重旅游体验
的人性化。通过“爱重庆”
App，游客可以查看洪崖洞等
重庆代表性景点的实景，导
航、购票、餐饮、个性化行程定
制等均可在App内完成。此
外，浮游科技还为洪崖洞开发
了实时数据监控平台，可实时
监控现场人流量，呈现景区热
力图等，不仅使游客免于排队
之苦，也让景区管理者更加心
中有数。

陆丰 本版图片除署名
外由视觉重庆提供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促成中新合作深度广度不断拓展

重庆更具国际范儿
2019年9月11日，新加坡国立大学

（重庆）研究院正式签约落户两江新区，重
庆再添一家世界级领先高等学府。

据悉，新加坡国立大学在2019年最
新QS世界大学排名中，亚洲排名第1、全
球排名第11位。该研究院是继苏州研究
院之后,新加坡国立大学在中国设立的第
二所研究院。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在中
国西部唯一的对外合作窗口和运营总部，
该研究院将打造全国具有影响力的产学
研一体化开放平台。

两江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新
加坡国立大学（重庆）研究院是中新示范
项目又一合作典范，对进一步加强两地务
实合作将发挥积极作用，研究院将充分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依托新国大学科优势、
人才优势和丰富的全球资源，全方位融入
两江新区的科教创产协同创新体系，大力
引进一批专家教授到新区工作，培养一批
博士研究生、催生一批优质科研成果、孵
化一批科技创新企业，为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据悉，该研究院落户后将围绕先进材
料和制造、信息工程与人工智能、现代物
流、金融和风险管理等领域建设4个研发
平台，促进两江新区乃至全市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发展。

在现代物流研发平台领域，该研究院
将充分借鉴新加坡智慧化城市的成功理
念，同时针对重庆物流发展的迫切需要，
通过物流系统国际标准化、物流信息化以
及绿色新型物流体系3方面的研究，提高
物流系统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推动现代
物流的实时监测、全程追踪和质量管控提
供理论指导和支撑，进而推动适应环保要
求的现代化物流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实现
资源、生态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在先进材料和制造研发平台领域，该
研究院主要开展先进材料在环境能源、生
物医药领域的应用及产业化工作，通过科
研团队、产业化部门及企业密切合作，从
纳米功能材料的设计、制备、量产到材料
的应用、样机和原型的试制以及产业化推
广，形成无缝连接，为成果的快速转化和
推广创造条件。

在信息工程与人工智能平台领域，该
研究院结合两江新区的发展需求，开展系
统建模分析、先进芯片设计、网络信息服
务、离散制造业系统集成与优化、人工环
境智能控制、机器人与车辆控制、复杂系
统与智能系统、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
网、智能信息处理、企业信息化、信息安
全、生物信息与认知计算等领域研发创新
工作，打造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两江
新区发展模式。

在金融和风险管理研发平台领域，该
研究院将依托新国大丰富的专业金融知
识和研究成果，结合重庆及两江新区灵
活、开放的融资机制，整合新加坡和重庆
及两江新区的优势资源，将国际金融运作
的成功模式及新国大最新研究成果引入
重庆的发展和建设之中。研究工作将围
绕中小企业贷款风险管理、信贷风险管理
以及全面金融风险管理体系构建，将重庆
市以及两江新区发展为国内重要的功能
性金融核心区。

同时，新加坡国立大学（重庆）研究院
还将引进新国大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孵化
品牌-BLOCK71，旨在打造一个富有活力
的创新创业生态圈，汇集及促进创新创业
社群发展，为新加坡及世界各地的高科技
创新企业提供在重庆发展的平台和机会，
入驻企业也可以得到专业的孵化及技术
商业化支持。

此外，该研究院还将设立国际交流合
作和高端人才培养中心，在培养高层次人
才的同时，举办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会议、
论坛，开展国际合作，提升国际知名度和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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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医院也有这么好

的服务，带娃看病就像陪

玩！”

上个月，家住两江新区

的刘勇带着孩子到重庆莱佛

士国际医院治疗感冒。回家

后，他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因为医院离家近，抱着

试试看的想法去了，没想到

挺惊喜。”刘勇说，这次看病

经历很顺利，更是让他和孩

子体验到了国际化的高端医

疗服务。

事实上，随着中新互联

互通项目不断推进，中新合

作深度广度不断拓展。5年

来，一大批项目在医疗健康、

旅游、农业、教育科研等多个

领域落地，重庆这座城市也

越来越具有国际范儿。

重庆莱佛士国际医院。于
2019年1月7日正式揭牌成立，
是重庆市首家全外资综合性国
际医院，也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医疗健康领域的重点项目之
一。该医院是莱佛士医疗集团
在中国的第一个国际综合医院
项目，位于两江新区金州大道与
华山中路交汇处，总投资约8亿
元人民币。

据悉，作为一所集门诊、住
院一体化的国际综合性医院，
重庆莱佛士国际医院采取“综
合医院+特色专科”办院模式，
在提供24小时门诊服务、健康
评估、专科门诊等服务的同时，
重点设置肿瘤、妇产、儿科、牙
科等具有莱佛士传统优势的特
色科室，以及急诊系统、内科系
统、外科系统、中医系统等其他

综合科室。
此外，该医院将把先进治疗

方法、国际化的医疗规范和管理
标准带到重庆。在人才问题上，
该医院也将采用引进和培养相
结合的模式，把青年医生送到海
外学习，接受更为先进的培训。

“我们在非公立医院的建设浪潮
中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重
庆莱佛士国际医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

该负责人表示，随着重庆国
际地位不断攀升，外资企业纷至
沓来。重庆莱佛士国际医院为
外企高管及员工提供高品质医
疗保障服务配套。同时，该医院
落户，为解决在渝外资企业高
管、团队以及有高端医疗需求的
人群看病难、报销难的问题带来
新的方案和机遇。

另一方面，通过与国际知名
高端医疗保险平台合作，重庆可
以实现开发高端医疗产品，建立
高端医疗报销或者结算渠道，让
有高端医疗需求的外籍人士在
重庆就能实现符合期望的就医
体验，为企业留住海外高端人
才。

依托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在
重庆医疗健康领域落子的还有
新加坡Talkmed医疗集团。

2019年 12月，作为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之一，中新肿瘤医院项目落户
永川。该医院由永川区人民医
院与新加坡Talkmed医疗集团
共同投资建设。初期投资3亿元
人民币，设计床位400张。

新加坡Talkmed医疗集团
总裁洪炳添表示，重庆关于肿瘤

方面的医疗标准十分不错，在重
庆建立肿瘤中心，就是想把新加
坡“高端医疗+酒店式服务”的经
营模式引进来，造福更多重庆市
民。

据了解，中新肿瘤医院新院
址将在3年内建设完成。建成
前，双方将通过租借场地的方式
建设肿瘤中心，开展肿瘤方面的
医疗研究。据介绍，中新肿瘤医
院将打造成“肿瘤微创综合康复
治疗中心”，成为辐射渝西地区
的中高端非盈利性二级甲等肿
瘤专科医院。

永川区人民医院院长苏公
详表示，他们主要是引进新加坡
先进的治疗手段，先进的治疗理
念，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病人将
能够得到更好地医疗技术上的
服务。

5月12日，中新(重庆)战
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联合
实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举
行。会上，重庆渝贸通供应
链 管 理 公 司 ( 简 称“ 渝 贸
通”)、新加坡国际贸易集团
签署《关于共建农特产品国
际营销网络的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渝贸通将与
新加坡国际贸易集团共同建
设农特产品国际营销网络。
一方面，利用渝贸通在重庆
及中国西部的外贸综合服务
平台优势，集合优质农特产
品；另一方面，依托新加坡国

际贸易集团等企业的国际贸
易网络，推动西部农产品进
入新加坡及国际市场。

其实，借助中新互联互
通项目，重庆农产品已成功
进军海外。3 月 27 日，重庆
市首批柑橘（忠县·忠橙）出
口新加坡发车仪式就在忠县
工业园乌杨新区举行。

该批次外销的“忠橙”共
25吨，包括伦晚、沃柑、不知
火 3 个畅销品种，均是“忠
橙”品牌的拳头产品。7 天
后就通过陆海新通道铁海联
运冷链物流运抵新加坡。

追溯至 2019 年，依托中
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
范项目，把重庆乃至整个中
国西部地区的农产品批量销
往新加坡等东盟国家，已有
了实质性进展。

2019 年 12 月 2日，在云
阳，新加坡生记私人有限公
司与当地两家企业签订了
60吨菊花采购协议，这是中
新互联互通项目推动我市特
色农产品出口的首单业务。

那时，重庆已在探索利
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推进农
产品出口，服务远郊区县发

展，促进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高质量助力脱贫攻坚。

2019 年 6 月，我市开始
启动中新互联互通农产品出
口项目计划，探索打造以重
庆、新加坡为双枢纽的“中国
西部—东盟”农产品贸易服
务平台，以中新西部农特产
品贸易服务平台、中新农业
科技标准化建设平台为支
撑，整合中国西部及东盟资
源，打通贸易渠道，引入数字
管理，促进农产品贸易便利
化，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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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 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与一流服务

农业 重庆特色农产品借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直接出海

旅游 提供在线轻量化预约、游览、导航服务

金融领域

签约项目

已落地

推进中

项目数
（个）

23

17

5

金额
（亿美元）

64.1

46.21

17.89

其他领域，签约项
目 23 个，金额约
64.1亿美元。

其中已落地项目
18个，金额46.21
美元；推进中项目
5 个、金额 17.89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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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莱佛士国际医院于2019年1月7日正式揭牌成立，是重庆市首家全外资综合
性国际医院，也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医疗健康领域的重点项目之一。摄/莱佛士医院

新加坡生记私人有限公司与云阳当地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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