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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张

玲）12月26日，副区长宋朝均率区

住房城乡建委等部门相关负责人

到中铁二十一局中医院项目部，检

查建筑工地施工安全。

检查中，宋朝均一行认真听取

了该项目负责人对工程总体概况、

工程进度、人员配备、安全生产措

施落实情况等方面的汇报，查看了

施工现场使用标准恒温恒湿养护

箱、BIM可视化管理、人脸识别系

统等情况。宋朝均对该项目在建

设施工过程中综合应用了BIM可

视化管理、人脸识别、工地智能化

管理、样板引路等关键技术和先进

管理方法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

出，一是要抓安全。施工单位要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规定，切实消

除各类安全隐患，加强施工人员教

育管理，区住房城乡建委要加强监

管，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确保建筑

施工安全。二是严禁拖欠农民工

工资行为。临近春节，各建筑施工

单位要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区住

房城乡建委要加强农民工工资的

监管，确保全区安全稳定。

区领导带队检查建筑工地施工安全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陈

娇娇）个个争当服务标兵，人人都是

营商环境。12月26日，永川区优化

营商环境“十佳案例”“十大标兵”现

场评比举行，区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宋文，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孔萍出席评比现场。

一年来，我区营商环境明显改

善，干部服务意识显著增强。为树

立标杆，鼓励先进，充分展示我区

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区取得的成效，

今年 10 月，我区启动了“十佳案

例”“十大标兵”的评选活动。经过

前期的初评审定，20名来自不同部

门、不同领域的候选人入围“十大

标兵”，17个服务营商环境的典型

案例入围“十佳案例”。

当天下午，来自区经信委企业

发展服务中心的刘晓红以“当好企

业的娘家人”为主题、区新城建管

委大数据产业园的张晓波以“坚守

初心 筑巢引凤”为主题作了展示。

20名候选人依次登台，展示了在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中所作出的积极

贡献，讲述了在服务企业过程中所

发生的感人故事，分享了心得体

会，17个典型案例也由各自的推荐

单位进行了详细的展示，博得了到

场企业家的阵阵掌声。与会人员

进行了现场打分。

区评选委员会表示，今天进行

的展示评比将综合已经结束的网

络投票、以及下一阶段的领导评比

情况，评选出最终的结果。

永川区优化营商环境“十佳案例”
“十大标兵”现场展评会举行

宋文等出席

会 场 声 音

廖瑞金（重庆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重庆市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成立后应

该着力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开展

联合科研。高等院校、职业院校与企业联

合搞科研。二是深化产教融合。鼓励企业

技术和管理人才到学校任教，教师到企业担

任兼职工程师或技师，畅通人才双向流动渠

道。三是深化人才培养。探索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新路径，全方位培养多层次人才。

杨洋（科大讯飞西南区副总经理）：

科大讯飞一直致力于产教融合发展，

与院校合作建立二级学院，培养了一大批

大数据产业人才。但，要让这些人才实现

高质量就业，仅仅依靠一家公司资源是不

够的。重庆市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的成

立，就为人才的高质量就业拓展了渠道。

同时，还可以借助联盟这一平台开展相关

竞赛，不断提高竞赛的影响力，让更多院

校、企业参与进来，把1+X认证体系做实

做好。

夏斯宇（达瓦大数据虚拟现实研究院

院长）：

重庆市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可以进一

步促进我们企业与重庆本地乃至整个西南

地区的高校对接。当前应把专业共建作为

重中之重。专业共建，有利于学校为企业

培养真正有用的人才，有利于提高企业的

影响力，有利于增加地方就业。而且与高

校合作时，企业也会把好的项目带进去，不

断推动校企联合、产学结合的进程。

刘鸿飞（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副校长）：

科创与科大讯飞等多家企业密切合

作，通过产教融合，师资队伍有保证，能够

培养出契合企业、行业发展的人才。同时，

构建了完善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专业群，学

生素养有保证，毕业后可以找到对口专业，

实现高质量就业，让更多的人才留在永川

和重庆就业。

创新驱动发展 人才造就未来
——重庆市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成立大会掠影

本报记者 杨 雪/文 陈科儒/图

前言：12月26日，重庆市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联盟成立后，将充分发挥西

部地区各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大数据产业发展优势，以大数据产业人才培养为重点，深化

政—园—校—企合作，立足重庆，服务川渝，辐射全国，共同探索创新产教融合助推大数据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新机制，培养大

数据产业发展新动能，助推重庆市大数据产业快速发展。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 12月26

日上午，重庆市大数据产业人才

联盟第一届一次理事大会召

开。重庆市大数据发展局副局

长李斌，永川区委常委、区新城

建管委党工委书记邓文，副区长

郑小平参加会议。

邓文致辞时说，近年来，永

川区按照中央和市委决策部

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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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做强“一园四区”

的大数据产业基础，制定发放

“职教发展24条”“大数据发展

20条”“优化营商环境22条”等

政策礼包，引进和培育了相关

企业320家，员工规模突破1.4

万人，年内总产值将达到120亿

元，已成为重庆单体规模最大

的大数据产业园。他表示，永

川区主动思考、超前谋划、积极

作为，以大数据产业人才培养

为重点，联合西南地区各高等

院校、职业院校、大数据企业和

人力资源机构等305家单位，牵

头筹建了重庆市大数据产业人

才联盟。希望各院校成员单位

结合企业需求配强师资力量，改

进教学过程，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各企业成员单位加强与院校

对接，提出实际需求，提供实战

岗位，对口吸纳人才，促进科研

成果转化。永川区作为牵头发

起单位，将为联盟内的院校和企

业在技术科研、师资培养、人才

培养引进等方面提供政策和资

金支持，催化政校园企合作走深

走实，助力联盟内各成员单位互

惠互利、融合发展，共同打造全

国最具规模和最有影响力的大

数据产业人才培养平台。

会议表决通过了联盟章

程、联盟第一届理事会机构组

成人员名单，并为联盟理事长

单位、常务副理事长单位、副理

事长单位、常务理事单位、秘书

长单位、常务副秘书长单位等

授牌。

重庆市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第一届一次理事大会召开
李斌邓文等参会

12月26日下午，重庆市大数据产业

人才联盟成立大会特邀请了科大讯飞高

教业务副总经理胡江院、重庆大学大数据

与软件学院文俊浩教授、西南大学人工智

能学院副院长段书凯等智能科技领域的

行业专家和企业家发表主题演讲，碰撞出

许多“智慧的火花”，奉献了一场“智慧的

盛宴”。

胡江院（科大讯飞高教业务副总经理）：

人工智能时代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人工智能的到来比我们想象中更

快。人工智能带来了能力的跃升，比如智

医助理辅助诊疗系统已走向基层一线，助

力“健康中国”。人工智能新时代产教协

同育人面临着三个课题：一是AI技术将

不断催生AI应用开发人才、AI应用型人

才、AI能力研究及平台开发人才等新职

业。二是构建产教融合创新能力成为新

常态，以培养AI工程技术及创新能力为

主线，进行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人

才培养标准与“新职业”企业用人标准对

接，实现专业与“新职业”融合、实训与场

景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

“新职业”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三

是构建与城市产业发展人才需求相适应

的产教融合创新平台，比如通过重庆市大

数据产业人才联盟，可实现教育链、人才

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文俊浩（重庆大学大数据与软件学院教授）：

不忘育人初心 坚持产教融
合 造就面向大数据智能化产
业的时代新人

当前，互联网改变着各行各业，一大

批创新型企业已经迈入世界“第一梯队”，

“中国智造”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创

新创业厚植新经济的发展沃土。大数据

迎来新的机遇，带来了岗位的变化和人才

的需求。重庆大学大数据与软件学院开

启了“双一流”新征程，面向国家重大战略

发展需求及产业结构调整，面向国际科技

前沿，聚焦区域产业需求，形成产学研融

合，建设创新型与工程型相结合的教育培

养体系，培养厚基础、复合型、国际化的高

素质创新人才。未来，还将继续深化产教

融合与跨界培养，构建跨界融合的人才培

养新模式，全方位培养多层次人才，比如：

“知识+能力+素养”的专业型人才、“大数

据+X赋能”的交叉型人才、大数据通识型

人才，为重庆乃至全国大数据智能化产业

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段书凯（西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

人工智能发展与类脑芯片

天猫精灵是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

室发布的AI智能产品品牌，可进行智能

语音播报；波士顿动力机器人实现跑步

越障和三级跳，摔倒后会自己站起来等

一系列实例，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化水平

越来越高。从发展趋势来说，人工智能

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20

世纪60年代，人工智能刚起步，还处于

科研探索阶段；第二次人工智能浪潮发

生在20世纪 80年代，这时的人工智能

主要是通过专家系统的思想来实现语

音识别；第三次人工智能浪潮发生在21

世纪，也就是目前人类正在经历的人工

智能浪潮。随着计算机的迅猛发展，类

脑计算悄然兴起，比如Alpha Zero超级

计算机，不仅会下围棋，还自学成才横扫

了国际象棋和日本将棋。当前有的国家

把类脑计算发展为国家战略，进而开发

类脑芯片。这些研究，必将在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发挥作用，引领智

能制造产业升级。

大数据智能化 引领创新发展
——大会主题演讲发言摘要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张

玲）12月26日下午，永川区扶贫工

作团会议在区人防指挥中心召

开。区委副书记潘文峰强调，要认

真总结2019年扶贫工作团的经验

作法，准确把握2020年扶贫工作团

工作要求，统筹协调整合资源，确

保高质量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副区长杨华参会。

潘文峰对2019年23个“镇街

扶贫工作团”按照职能职责，发挥

工作优势，指导帮助结对帮扶镇街

积极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成

绩给予肯定。他指出，2019年，区

级领导以上率下，扶贫工作团成员

尽心尽力、尽职尽责，聚焦“三落

实”“三精准”“三保障”，聚焦群众

满意度，督促指导镇街精准落实到

户到人政策措施，着力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做细做实脱

贫攻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希望

大家认真总结2019年扶贫工作团

的经验作法。

潘文峰强调，要准确把握2020

年扶贫工作团工作方向。2020年

是脱贫攻坚工作的关键之年，大家

要在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花大力气确保住房、饮水、

交通、医疗、教育等基本保障的基

础上，找准工作方向，力争在党建

促脱贫攻坚、产业扶贫、消费扶贫、

就业扶贫方面做出更好成效，大力

度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一是

要打造“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

亮点，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二

是要补齐“产业发展”工作短板，将

产业帮扶政策精准到户到人。三

是要用好“消费扶贫”工作抓手，充

分激发贫困户发展生产内生动

力。四是要突出“就业扶贫”工作

重点，促进贫困户稳定脱贫、长效

增收，确保高质量打赢打好脱贫攻

坚战。

各扶贫工作团就结对帮扶工

作情况作汇报。

潘文峰在全区扶贫工作团会议上指出

统筹协调整合资源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钟

梅）12月25日，室外冬雨飘飘、寒

风瑟瑟，但吉安镇寒泸村党群服务

站内却温暖如春。因为我区首个

慈善工作联络站在此正式挂牌成

立。120余名困难群众开心地挑选

了400多件心仪的衣物，现场暖意

浓浓。

当天上午9时许，重庆市永川

区慈善总会吉安镇工作联络站挂

牌暨2020年“慈善情暖万家”活动

启动仪式现场像赶集一样热闹。

120余名吉安镇辖区困难群众在刚

挂牌成立的永川区慈善总会吉安

镇工作联络站办公场所兴高采烈

地挑选由爱心人士捐赠的各个季

节的“二手”衣服。爱心物品中衣

物占绝大多数，另有部分棉絮和玩

具。虽说这些衣服是旧的，但都是

七八成新，十分干净。

43岁的陈滕琼是吉安镇寒泸

村南风坳村民小组人，育有两个女

儿，其中大女儿有些弱智。10多年

前，丈夫患上肺结核，她便成了家

里的“顶梁柱”。近年来，随着年岁

的增长，陈滕琼也患上了腰椎间盘

突出等病。因家庭困难，陈滕琼成

了村里的建卡贫困户。

拿着选好的一条裤子和一个

玩具，陈滕琼高兴地说，前一天听

村干部说在寒泸村要搞一个衣服

捐赠活动，第二天她便早早来到活

动现场。等会她还准备再挑选两

件适合自己和丈夫的衣服，这样过

年就不用再买新衣服了。

“联络站的衣服都是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将家中闲置的衣物捐献

出来，通过专业机构分拣、清洗、消

毒处理过的。一件旧衣服不足以

改变困难家庭的生活环境，但这份

举手之劳的爱心，却能感召更多的

人参与这个活动。”吉安镇民政办

负责人称，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慈

善组织网络机构，加快推进慈善事

业发展，我区首个慈善总会工作联

络站在吉安镇挂牌。吉安镇慈善

总会工作联络站的正式挂牌办公，

不仅方便了吉安镇的爱心人士进

行慈善捐赠，同时也为困难群众搭

建了一个新的救助平台，让他们得

到及时救助。今后，联络站于每周

五上午定时接收爱心人士的捐赠，

同时也向困难群众开放联络站，让

他们随便挑选合适的物品。

扬中华之传统美德 献爱心于困难群众

我区首个慈善工作联络站在吉安镇挂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