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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军团
71 个项目亮相智博会
重 庆 晚 报 讯 （记 者 唐 中 明 通 讯 员
关媛媛）昨日，重庆晚报记者从市科委获悉，中
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西安光机所、成
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微电子所、光电技术
研究所、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等 13 家
单位组成的中科院军团将亮相智博会。此次中
科院军团带来了 71 个项目，其中 53 个项目为
实物展品。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唐中明）昨
日，重庆晚报记者从智博会承委会获
悉，
重庆馆设计方案出炉。
重 庆 馆 位 于 中 央 大 厅 ，面 积 共
1120 平方米。总体方案布局分为 7
大板块，以重庆馆中心区域展示重庆
总体形象为核心，围绕两江新区、大
数据+互联网、智能安防、智能制造+
智能硬件、智能家居+人工智能、服
务机器人等集中展示重庆市及部分
区县的大数据智能化成果，是“智能
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的完美
诠释。
重庆形象展示方案的基本思路：
以“中央有部署，重庆有行动”为基本
战略，集中展现重庆市在大数据及智
能化方面的战略部署、发展成绩及未
来展望。
重庆馆通过现代、曲线型的结构，
颜色色系以白色为主，结合触摸屏、
3D 全息投影等，用动态的演示方式为
每一位参加大会的嘉宾演绎着重庆大
数据智能化的发展故事。
同时，用重庆具有代表性的特色
建筑剪影为元素，贯穿整个主题结构，
重点突出展台的地域性。
主体结构用三大圆环造型，寓意
智能与经济、民生环环相扣，息息相
关，智能带动经济，经济服务民生，这
与大会的主题思想也相互融合贯通。

智博会重庆馆
设计方案出炉

重庆小雨点
文字客服机器人现身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唐中明）大家都知
道，
到银行贷款必须本人亲自到场，
还要准备繁
琐的各种资料进行审核。这家小贷公司打造的
是互联网+金融小贷平台，只需要在网上申请
审核，
不需要费心，
很快就能拿到贷款。
智博会期间，作为重庆本土领先的互联网
金融公司——重庆小雨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将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S7 馆 S7028 展位携众
多高科技成果亮相。其中的小雨嘀是来自小
雨点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人工智能文字客服
机器人，小雨鹿则是一款快速的人工智能模型
部署管理平台。

面积 1120 平方米
总体方案布局分为 7 大板块
主体结构用 3 大圆环造型
两江新区
智能制造+智能硬件

大数据+互联网

工业机器人

创新创业大赛
下周二移师重庆

服务机器人

智能安防

智能家居+人工智能
重庆馆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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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青少年创新大赛在渝启动
科技部和中国科协共同主办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唐中明）作为智博
会的重要内容之一，由猪八戒网和重庆日报
报业集团联合承办的全球“互联网+”创新创
业大赛复赛昨日在北京中关村猪八戒网八戒
工场举行，经过四个半小时的激烈角逐，分贝
通、通宿科技等 10 个项目成功突围。接下来
他们将转战重庆，参加将于 8 月 21 日举行的
决赛。
广告

王怡：用心、用情、用爱工作的国航重庆地服人
编者语▶▶

用爱工作

王怡，
国航重庆分公司地面服
务部旅客服务室领班。2011 年 4
月参加工作，她用 7 年的时间，完
成了从一个普通服务员到服务领
班的成长蜕变，并在 2017 年获得
国航先进工作者称号。回顾走过
的路，
王怡说：
“热爱是做好工作最
大的动力。”地面服务部旅客服务
室领导对王怡也给予了这样的评
价“王怡是一个在工作上用心、用
情、用爱的好员工。”走近王怡的工
作空间和内心世界，
看看她刚刚到
达而立之年的工作轨迹。

去年 5 月，王怡在分公司“真情服务，追
求卓越”的活动中，出演了一出感人至深的
情景剧《给妻子的一封信》的主角妻子，
该情
景剧后来代表中航集团被选送到中国民航
总局参演五四青年演出活动，
得到了领导们
的一致好评。故事讲的是身为民航人的妻
子，因为工作的原因忘了了和先生的纪念
日，细心的丈夫准备好了一切，却等不回妻
子，
引发的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故事表达
的是民航人的无私付出和职业奉献精神。
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这样的场景在
现实中，王怡自己经历过，所以她根本不是
在演绎别人的生活，而是本色讲述自己的
故事。有一次，王怡正在休假，突然接到部
门里打来的应急电话，说遇到大面积航班
延误的紧急情况，需要所有领班以上人员
回来坚守岗位。王怡放下好不容易调休在
一起休假的爱人，立刻回到工作岗位上。
那是一个漫长的不眠之夜，包括王怡在内
的民航同事，几乎都熬了通宵，安抚旅客，
协调住宿，调整航班，改签旅客……现场协
调旅客的王怡，通宵过后，嗓子沙哑，但是
看到终于理顺的航班，她长出了一口气。
王怡说：
“ 民航人的工作平凡而真实，把顺
畅留给旅客，把抱怨留给家人，把委屈留给
自己，我认识的民航人都是如此。”
工作7 年，
王怡已经成为服务室的领班，
服务工作的骨干，
领导的得力助手。同事评
价她“又严厉又耐心”，领导评价她“踏实肯
干”
。7年时光，
褪去了工作初时的犹豫青涩，
锻炼成长成了现在的果断干练。王怡说：
“我
平凡普通，
和其他同事一样，
只是我喜欢服务
工作，
真心热爱它，
并享受每一次和旅客面对
面的互动。
”
王怡是所有在地面工作的民航人
的写照，
他们坚韧付出、踏实勤奋，
却从来不
觉得自己异于常人、
优秀于常人，
因为他们认
为这就是他们的工作职责所在，
一个民航人
该有的工作心态。
文/毛竹

用心工作

方便自己也受益同事

去年 8 月底，重庆分公司开始进行 T3
航站楼的全面搬迁工作。地面服务部承担
了大部分的工作，王怡所在的服务室，因为
要在 T3 候机楼里工作，也面临着大量的搬
迁工作。王怡除了在炎热的烈日高温下，
积极主动的做好搬迁前的琐碎工作，如打
包、运送工作外，还特意留心搬迁后的工作
场所的正常运行问题。她自己主动观察，
用心琢磨，并根据自己的工作实际，大胆探
索出一套新航站楼里针对混合航班新流程
的“图片工作指南”，把工作流程用简易图
片的方式与同事们一起分享，这样既避免
了语言表达带来的枯燥生涩不易理解，又
达到了现场实际情况的简洁清晰明了，不
少同事都对她提供分享的“图片指南”赞不
绝口，夸她聪明用心有想法。正是这套简
易图片流程帮助同事们快速上手，快速熟
悉新航站楼里的工作流程。当被问到时如

何想到这个“工作好点子”时，王怡回答的
略显羞涩：
“是因为我第一次工作时感觉像
到了迷宫，我就想同事们大概也会遇到这
样的困难，特别是服务室还有一些刚工作
不久的新人，他们会更困难。所以我就想
寻 找 到 好 一 点 的 工 作 方 法 ，对 大 家 都 方
便。”由己推人，换位思考，方便自己，也受
益他人，正是带着这样的工作心态，王怡开
始了带着自己特点的工作之路。

用情工作

把旅客当成自己的亲人

作为服务室领班，王怡的工作都在 T3
航站楼现场，每天她上班第一件事是做好
现场巡视，帮助员工解决遇到的问题；或
者遇到航班不正常时坚守在一线进行相
关处置。正因为她经常在旅客登机现场，
所以有机会接触旅客。王怡说：
“ 我好像
会不自觉的把乘机的老年人当做自己的
外婆外公。”说到这里，王怡还讲到一个有
趣的微信小故事。有一天，公司客舱服务

部的一位乘务员主动要求加她微信，那时
刚 工 作 没 多 久 的 她 ，认 识 的 乘 务 员 并 不
多，在诧异之中加完微信后，那位乘务员
的感谢话语让她才恍然大悟。原来乘务
员的父母有几次坐飞机，都遇到一位“特
别可亲、特别热心的地面工作人员”的暖
心服务，让乘务员的父母念念不忘。乘务
员通过查找询问后，确定是王怡提供的地
面服务，这才有了添加王怡微信的感人故
事。王怡说：其实，我并不认识她的父母，
到现在也不认识。我对每一位老年人都
是这样的服务，只要我在岗，我一定会带
着他们完成相关的登机手续，减少独自乘
机老人遇到的不便。
的确，细心的旅客经常都能看到王怡
搀扶不同的老年人优先登机，如果不是王
怡穿着那身国航制服，旅客或许会以为他
们是亲密的一家人。正是因为这份手牵手
护送的温暖，感动了需要帮助的老年旅客，
也让他们深深记住了这位充满爱心服务的
国航地面服务人员。

阐释民航人的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