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夏元

今年，重庆交出这样一张成绩单：上半
年全市GDP达到11209.8亿元，同比增长
0.8%，实现由“负”转“正”；前三季度全市
GDP达到17707.1亿元，同比增长2.6%，
全市经济呈现稳定转好态势，发展势头强
劲。

在 2020 年上半年和前三季度经济
运行情况发布会上，发布人都提到了大
数据智能化——是大数据智能化为全
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提供了重要
助力。

如今在重庆大多数规模以上制造企
业，繁重繁琐的活儿都交给了机器人，“远
程会诊”触屏操作代替了人工流水作业，智
能生产线、智能物流车等设备让生产效率
更高、成本更省。依托大数据智能化，重庆
经济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智能化改造
为传统产业转型打造“引擎”

走进位于两江新区的长安汽车渝北工
厂，数百台机械臂不停舞动，生产线上自动
涂胶机器、自动装备器、图像精准定位仪等
奏响“智造”之音。

在冲压车间，两条封闭式高速冲压生
产线正按照每分钟15冲次的节拍作业，这
是国内业内少有的智能冲压生产线，仅3
分钟就可完成模具更换。

“要是以前的生产线，换模要好几十
分钟。”车间现场负责人介绍，智能化改
造让冲压设备效率提升25%，同时产品
质量、生产成本控制等多个指标均大幅
提升。

从曾经的“傻大粗”，变为如今的“智细
精”，以汽车产业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呈
现出全新面貌和气象——

重庆金康赛力斯两江智能工厂，1000
多台机器人高效工作的场景，替代了传统
生产线上的人头攒动，生产线关键工序全
部实现智能化，全过程只需几位技术人员
通过屏幕进行操控；

重庆青山工业公司智能制造数字化工

厂，智能防错系统传感器逐个给变速器“体
检”，但凡有丝毫瑕疵的产品都会被“逮
到”；

綦江齿轮传动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引入
6条自动化生产线，在节约近90%人力的
同时实现了产能倍增；

……
“智能化改造已经在我市制造业中‘全

面开花’。”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今年全年
我市将累计完成智能化改造项目2563个，
建成智能工厂67个、数字化车间359个。
智能化生产方式带动企业生产效率大幅提
升、生产成本有效降低，成为拉动工业技改
投资的主动力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引擎。

大数据赋能
推动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

扫二维码可以做什么？手机付款、
登录界面……在重庆盟讯科技公司（下
称盟讯科技）生产车间，智能搬运小车还
可以通过扫码进行导航——当生产线有
用料需求时，就会有一辆小车载着所需
物料驶来。

小车是如何自动找到需求方定位的？
盟讯科技负责人介绍，其定位方式是通过
识别扫取地上的二维码来实现，找到定位
后，再根据智能系统指令，自动将物料或货
物送到目的地。

这种智能小车是盟讯科技智能仓储物
流系统运用大数据技术的成果之一。该企
业数字化车间已广泛应用多套大数据技术
装备，包括生产执行管理系统、智能机器人
检测系统、智能仓储系统等。

有了这些大数据设备“加持”，盟讯科
技从货物入库、出库到配送的全流程均实
现智能化，且准确率达100%，同时仓储成
本和人力成本降低20%以上，供应链运行
成本降低10%以上，物流效率平均提高
10%以上。

同样，作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海
装在风电场运行管理维护方面也充分应用
了大数据技术。在中国海装LiGa大数据
中心监控室，大数据平台就像神经中枢，将
全国各地风电场的数据持续接入后，联结

成一张“数据网”，并最终成为反映中国海
装所有风电场运行状况的“晴雨表”。

“以前，我们要在国内上百个风电场派
驻运营维护团队，每个风电场至少需4名
工作人员值守。”LiGa大数据中心负责人
说，大数据中心投用后，专家们足不出户就
能了解各个风电场实时运行状态。同时，
大数据技术还能为风电机组进行“体检”，
探测出机器疲劳及磨损程度，推算出各部
件可使用年限。

聚焦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
新兴产业领域痛点，今年以来我市组织实
施技术创新项目1379项，“芯屏器核网”全
产业链不断壮大，“云联数算用”要素集群
加快集聚，加速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新兴产业实现新跨越。

供给侧改革
智能产品成为“领跑者”

时至岁末，中央提出要扭住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贯通生
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
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
衡。

“只有保住、稳住产业链供应链，才
能守住经济生命线，从而形成需求牵引
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发展局面。”市经
信委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以笔电等为
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通过保障供应链产
业链，对全市经济逐步复苏起到了重要
助推作用。

疫情防控下，随着在家办公、上网课及
“云会议”“云招商”等工作学习新方式兴
起，全球对智能终端产品的需求量大增。
从今年4月起，以笔电等为代表的智能终
端产业市场需求激增，包括惠普、华硕等笔
电企业在渝工厂的订单量饱和，“重庆造”
笔电等智能产品“造出一台卖一台”。

据重庆海关统计，今年前11个月，重
庆出口3794.5亿元，增长12.2%。电子信
息产品是重庆主要进出口商品。笔记本电
脑、集成电路、手机出口值分别增长
14.8%、24%、2.9倍，合计1938.2亿元。

“以笔电、手机等为代表的智能终端产

业，为稳住全市经济基本盘贡献巨大，成为
了供给侧和需求侧互相牵引反哺的典型范
例。”市经信委负责人说，目前电子信息产
业已成为重庆第一支柱产业，其产值占全
市工业的比重超过1/4，其中智能终端产
业占全市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近
七成。如今，全球每3台笔电、每10部手
机，就有一台（部）是“重庆造”。

上马新基建
加速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在大数据智能化助力传统产业迭代、
新兴产业升级，带动供给改革的同时，重庆
的5G网络、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新
基建项目也加速上马，加速推动新旧动能
转换。

抢抓新基建新机遇，今年重庆下好了
“先手棋”。

今年4月，总投资815亿元，全市首轮
22个涵盖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
领域的新基建重大项目开工，拉开新基建
建设大幕；6月18日，市政府发布《重庆市
新型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行动方案
（2020—2022 年）》，计划 3 年内总投资
3983亿元，滚动实施和储备375个新基建
重大项目。

为保证这批重大项目顺利实施，今年
重庆还陆续出台一揽子支持政策，如新基
建项目新增用地计划指标，将由国家和重
庆按项目立项层级分级保障；部分办公场
所、公共场所及交通设施，向新基建项目开
放；不断深化新基建投融资体制改革，在城
市智能中枢、传统基础设施改造升级等领
域，适度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等等。

当前，重庆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跑
出了“加速度”，全市集聚数字经济企业
超过1.5万家，特别是连续三年成功举办
智博会，不仅在市内形成浓厚的创新氛
围，在国内外也唱响“智能化：为经济赋
能、为生活添彩”主题。

随着“智造重镇”“智慧名城”建设协同
共进，大数据智能化已经成为重庆经济社
会发展“新坐标”。

□本报记者 夏元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高质
量发展是关键，而高质量意味着要有高水
平的产业等级和社会公共管理。

今年以来，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利器”，
川渝两省市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尤其是大
数据智能化方面的合作不断向纵深推进，
在对传统产业进行提档升级的同时，还在
公共管理领域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不断提
升两地群众生活便捷度。

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今年7月，川渝两地人社部门达成协
议，双方将依托于大数据，实现养老保险待
遇、社保、人才信息等86项人社公共服务
的两地互认。

一直以来，川渝两地的个人养老保险
等人社信息都由各自单独建设，彼此之间
没有打通数据通道。根据此次协议内容，
两地将重点建设包括人社数据交换平台，
开展就业、社保、劳动关系、农民工、争议案
件等方面的数据交换共享；推动公共招聘
网和公共就业服务数据共享，定期交换劳
动力流动和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退役

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情况；建立川渝一体
的农村劳动力及农民工资源数据库等。

依托于这样的数据库及大数据交换平
台，“数据跑路”将代替“群众跑腿”。比如
在社保方面，两地将依托共享大数据平台，
加强社保卡管理系统对接，实现社保卡信
息查询、激活、密码修改与重置、挂失、解挂
等事项就近通办；在人才信息方面，两地将
强化人才流动档案协同办理，实现一次登
录即可查询档案在川渝两地的存放情况，
让办理人在网上实现“一键办理”。

省际交通纳入大数据智能化管理

今年4月，川渝两地首条跨省城际公
交——重庆潼南城区至四川遂宁磨溪公交
线路开通，这条线路独特之处在于实现了
跨省公交一卡通，两地群众可各自携带此
前在本地办理的公交卡刷卡坐车。

为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两地在运输服务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协
同合作，通过建成川渝交通大数据共享中

心，建立协同联运的交通管理运行机制和
信息动态交换机制，以及推动建立常态化
联动监管机制，依托成渝、遂渝高速公路扩
容项目开展智慧高速公路建设，推动新型交
通基础设施发展与科技创新融合，建设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智慧高速公路通道等。

与此同时，今年成渝两地还共同推进
了智慧航道、智慧港口建设和跨省执法联
动互认和信息化建设。其中，在智慧交通
大数据领域，双方正赋能川渝双城经济圈
辐射范围内高速公路、服务区及加油站建
设运营、智慧化管理，并通过大数据系统对
高速公路路况实时监控，提供最优出行方
式及路线。

今年以来，两地已相继开通10多条毗
邻地区跨省城际公交，推动跨省市公路快
线接驳运输。

川渝共建大数据交易平台

将川渝两地可公开的政务数据、产业经
济数据等集合起来，制成更精细的数据产

品，让数据真正变成推动两地经济社会发展
的生产性资源，这样的大数据交易平台，目
前正在川渝两省市大数据主管部门搭建。

“要让零散的、分布于各领域的数据真
正发挥其价值，关键在于要有专业化的机
构来进行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等处理。”
数字重庆大数据应用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表示，按照今年5月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大数据协同发展合作座谈会上，川
渝两地大数据管理部门签署的合作协议，
双方将以具体项目为基础，在协同推进数
据要素高效流通、智能应用共连共享、建设
数字产业集群、建立长效工作制度等领域
开展合作，形成川渝大数据发展合力。

川渝两地大数据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
两地将通过在推动智能化应用共创共享、
协同推动数字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合作，
加强产业政策协同配合，引导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
业态跨区域项目合作和应用示范，强化大
数据推动两地数字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

大数据智能化为双城经济圈建设赋能

大数据智能化 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预计2020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19万亿元，工业增加值7300
亿元，规模工业利润率同比增长6%2.19 万亿元

预计2020年全市智能产业销售收入7530亿元，同比增长13%，全年实
施智能化改造项目2563个，认定智能工厂67个、数字化车间359个7530 亿元

全市接入工业互联网二级节点16个，累计解析量3700万次，带动集
聚工业互联网相关企业350家，服务企业“上云”5.5万户5.5 万户

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
15.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1.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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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福耀集团重庆万盛浮法玻璃有限公司智
能生产线，机械手正在作业，一片片高档汽车玻璃下线装
箱。 通讯员 王泸州 摄/视觉重庆

8月18日，渝北区重庆天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数字
化车间，工人正在巡视机器人的生产情况。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10月24日，技术人员正在重庆科技学院大学城校区
无线电科普体验中心进行最后的调试。当月28日，我市
首个无线电科普体验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2020年1-11月，全市39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7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27 个

2020年，我市将累计完成智能化改造项目2563个，建成智能工厂67
个、数字化车间359个2563 个

今年以来我市组织实施技术创新项目1379项，“芯屏器核网”全产业
链不断壮大，“云联数算用”要素集群加快集聚1379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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