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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2019世界计算机大会上，总
部位于两江新区的誉存科技再度荣获2019
中国大数据企业50强，并入选中国大数据
企业投资价值百强。他们凭借独创的技术
和算法，深度挖掘数据价值，撬开了进军金
融行业这个一向高门槛行业的大门。

在这里，有那么一批高精尖企业、科研
机构、双创平台，将创新之梦的种子撒在了
两江新区，为两江新区跻身国家级新区第
一方阵，打造成为国家高新区升级版，建设
成为长江上游科技创新中心和全市的创新
发展高地添加活力。他们正成为推进高质
量发展的加速器。

齐聚两江
高精尖科创机构频频发力

在“夹缝”中，誉存科技实现了滚石下山
般的飞速发展。从2015到2017三年间，每
年1月都能融得一笔钱，时间准得就像新年
钟声，天使轮1500万元、Pre-A轮3000万
元、A轮6500万元，累计融资额已达1.1亿
元。2019年初，该公司完成了第四轮融资。

入驻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的重庆中科云
从，一直大招不断，刷新各种纪录。今年7
月，中科云从跻身《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发布
的2019年度全球50大最聪明的公司榜单，8

月又在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新产
品“云从起云平台”，该平台或将与长安汽车
合作，率先在两江新区落地深度合作应用。

2018年，新区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占
全市14%，入库科技型企业占全市10.9%，培
育牛羚、瞪羚等高成长性企业占全市总量
17.5%，三项指标均居全市第一。今年1-5
月，新签约科技创新项目10个，包括投资30
亿元的中科云从扩能项目、投资10亿元的浙
大网新智慧城市区域总部项目等。至5月
底，入库科技型企业累计达920家。

亮点纷呈
各大支柱产业新兴产业“百花齐放”

创新大潮激荡澎湃，大数据、智能化正
渗透到各大产业，智能+智造，两江新区正
驰骋在高质量发展之路。

3月6日，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大陆集
团重庆研发中心宣布正式投入运营。这位
近150年历史的跨国企业、世界五百强、汽
车电子产品开发巨头这次要做的是让未来
汽车更聪明，将致力于开发汽车电子产品，
包括车身及动力总成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尤其是网关、电动闭锁系统、车身控制器及
变速箱控制器领域的研发与测试。

5月28日，重庆两江新区、重庆市经信
委与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下简称“川崎重
工”）共同签署了川崎6轴机器人制造及集
成项目投资协议。紧随其后，国家机器人
检测与评定中心（重庆）也落户两江新区，
为重庆造的机器人发“许可证”，从产到销，
再加上研发，两江新区打造的机器人产业
高地有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与此同时，大量的产业技术瓶颈取得
新突破。中船重工海装风电、中国汽研院

和猪八戒网3家公司成功获批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立项，共获得国家拨付财政专项资
金6500万元，获批数量和资金总额分别占
全市43%和57%，位居全市第一。

作为内陆第一个国家级新区，重庆创
新驱动发展的引领区，两江新区对重庆创
新发展贡献突出，创造了全市13.0%的地区
生产总值和16.0%的工业总产值。

对标国际
打造全球创新项目集聚地

目前，两江新区正以大数据智能化引
领创新驱动发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断
吸引全球高端创新要素落户，打造全球创
新项目集聚地。

到2020年，两江新区高新技术企业达
到500家，科技型企业达到2000家，形成
创新型龙头企业“顶天立地”，中小微企业

“铺天盖地”的格局。
进一步提升创新产业能级。以大数据

智能化创新驱动发展为引领，以数字驱动
为动力，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3大新
兴产业为突破口，促进各产业创新发展。
到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300亿元，
数字经济产业园数字经济直接收入超过
870亿元，打造成为全国具有品牌影响力的
大数据智能化发展和应用示范基地、国内
最具竞争力的数字经济产业示范区。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严薇

创新驱动 两江新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昨日，重庆大部分地区在灿烂秋阳的
陪伴下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秋分节气。
重庆各地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5-33℃之
间，其中奉节达到全市最高的32.4℃。

市气象台预计，今日，受冷空气的逐渐

影响，重庆西部和中部偏北地区将以阴天
转阵雨或分散阵雨为主，其余地区阴天。
明日，重庆中西部和东北部偏西地区阵雨
转多云，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届时，全市
最高温下滑至27℃，主城最高仅23℃。

天气预报
主城区：多云转阴天，气温19～27℃。
主城区：阵雨，气温20～23℃。
主城区：阴天转多云，气温18～26℃。

秋分伴艳阳 明日雨又来

◀重庆两江
协同创新区

李倩 摄

16000多件藏品
重庆工业博物馆
试运行期间免费

参观博物馆要如何预约？
重庆工业博物馆试运行期间，市民参观

博物馆实行网络预约制。为保证最佳参观
效果，采取分时段预约，未预约市民无法进
入参观：9:00-13:00，预约人数不超过3000
人；13:00-17:00，预约人数不超过2000人。

即日起，市民可通过以下4种方式进
行预约：一是重庆工业文化博览园官方网
站（www.2019cqim.com）；二是重庆工业文
化博览园微信公众号；三是大渡口网（http:
//www.ddknews.gov.cn/）；四是大渡口发
布微信公众号。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记者 王渝凤 摄影报道

藏品多达16000余件

据悉，目前重庆工业博物馆展品量已
达16000余件（项）。

其中由重钢集团捐赠的1905年8000
（HP）马力双缸卧式蒸汽机为重庆工业博物
馆的镇馆之宝。该机1906年由张之洞从英
国购进，先后安装于广州、汉阳。1938年，
随“宜昌大撤退”西迁至钢迁会大渡口厂区。

重庆工业博物馆开馆运营后，将不断
挖掘重庆工业内涵元素，充实馆内藏品，丰
富和完善馆内展陈，不定期推出各类工业
文化主题展览，阶段性推出各类社教研学
活动、文创产品开发与文创体验活动，不定
期组织与国内外同类博物馆、知名企业、机
构及专家学者的交流活动等。

9月29日—12月28日为期3个月时
间为试运行期，期间主展馆、“钢魂”馆、工
业遗址公园免费参观。

三线建设的
工人俱乐部

在展馆内，许许多多与工业相关的回忆，
被清晰地复制出来。两扇门的上方写着：工
人俱乐部。

讲解员告诉记者，这主要是复制的三线
建设时期，厂矿为工人修建的休闲娱乐俱
乐部。透过玻璃窗，黑白的电影伴随着
胶片声，让人代入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微缩版的816地下核工程也复制
了一个模型，防空洞的墙上，播放的是
对816厂工人的采访，“他们把岁月献
给了祖国的建设，祖国感恩他们的付
出。”墙上，各种各样的奖状见证着新中

国成立以后，中国在工业建设上热火朝天
的精神。

文物讲述那段难忘的历史

位于大渡口区重钢李子林片区的重
庆工业博物馆，是依托重钢原型钢厂部
分工业遗存建设而成，由主展馆、“钢魂”
馆以及工业遗址公园等构成，着力打造
具有创新创意、互动体验、主题场景式的
泛博物馆。

最醒目的，要数主题馆大门附近的
镇馆之宝——“8000（HP）马力双缸卧式
蒸汽机”。它是一个长10米、高2米、重
250吨的巨无霸，也是中国轧钢工业第一
台大型轨梁轧机原动机。

被誉为“代表重钢早期工业设备的
活化石”，是清末洋务运动后期从英国引
进至汉阳铁厂，1938年转运到重庆的。
1952年4月10日，这台蒸汽机成功轧出
新中国第一根中华式38KG/M重轨，并
为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钢轨生产
提供动力，后于1985年重钢节能改造后
退役。该机见证了近代钢铁工业的发展
历程。

主题馆内还有1930年日本产弯弓
式平铣、1945年钢铁厂
迁建委员会自办刊
物《涛声》、1958年
重庆钢铁厂铲齿
车床、1961年重
庆钢铁厂四轴
梅花铣床、20世
纪 80 年代天府
煤矿运煤矿车等
重点文物展品。

古代的炼铁技术、今人的炼钢精神，汉阳兵工厂的变迁、纺
织业和锻造业的兴旺发达，一部横贯古今的工业发展历史，
就是古今中国发展的微缩历史。

记者近日从重庆工业博物馆开馆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庆工业博物馆将于9月28日举

行开馆仪式，面向社会大众开放。
即日起，市民可通过重庆工业文化博览
园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方式

预约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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