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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养老
痴瘫重危者全程托护67903369

品牌婚介
真爱婚介 诚信十年
免费配对 包成功68780161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

水公铁交通枢纽旁标准厂房
11.7米层高，10t行车，50年出让
地，23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综合房讯

刊登
热线

18166342955
15320323186

万事通晨
报

广
告

郑重提示：本版只提供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易前严查相关文件

招商加盟

招商寻求合作伙伴
重庆兴华清洗机设备制造

厂（成立于 1984年，股份合作
制）、重庆兴华自控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成立于1998年），注册地：
渝北区，主要制造、销售：清洗机、
试漏机、压装机及各种非标设
备。现兴华自控年产值达500-
700万，为扩大生产规模，寻求合
作伙伴，股份法人可转让。
联系人：田总 13983826777诚信14年，成功率高，非去不可

www.023yuelao.com
月老婚介 63608167

债权申报公告：重庆林森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拟进行增资扩股，经股东会决议，决定对
本公司成立至今对外所产生的债务（包括抵押、担
保债权）进行核实、清理。凡与本公司发生过业务
往来且形成债权的单位和个人，请在本公司登报公
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携带公司证照、个人身份证、债
权债务凭证向本公司进行书面申报。本公司将视
债权申报情况作出具体安排。 联系人：林先生
联系电话：13883256789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
金源路7号君豪写字楼801室 2018年11月11日

遗失田浚辰《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500198206，声明作废
经营者黄才华遗失2015年5月26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3600477916，声明作废
重庆市涪陵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机关工会委员会胡敏

512301197412070328法定代表人证遗失，声明作废。

《认定工伤决定书》
送达公告

成都宏宇环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余江游向我局提出本人工伤认定申

请，我局依法受理。经审查，我局于2018
年10月26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渝中
人社伤险认字〔2018〕1357号），并以邮寄
方式向你单位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被
退回。经多方联系无果，现通过公告送达，
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前来我局
领取《认定工伤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重庆市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11月13日

茶楼出租
重庆石桥铺白马凼车站旁精装茶楼
出租，面积304㎡，月租金22元/㎡。

联系人:柏先生 18121801888

遗失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渝北）股质
登记设字[2013]第00038号，质权登记编号
500112000000859,数额10000万元，出质
人为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质权人为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江津区然浩食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5U75HA5W）股
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
续。特此公告。2018年11月13日

本人夏皲（身份证号码510213197002041610）
遗失重庆融创尚峰置业有限公司重庆伊顿庄
园-尚峰一期-1-4-1单元-1-2代收费收据一
张，收据号0018331金额142088.50，声明作废

经营者余哲勇遗失2010年1月5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6600209821，声明作废

杨蓉遗失残疾证51021119611102122471作废

招标公告
家利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

分公司管理的玥湖园项目，现有以下事项公开招标：
招标事项：玥湖园项目G18、G19地块绿化养

护服务：1.投标人应为国内合法注册并具有独立法
人企业，公司注册资金不少于RMB20万的专业绿
化养护企业；2.公司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能提供
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3.公司成立不少于3年；4.公
司营业执照必须具备绿化养护经营范围；5.能提供
不少于3个曾承接高档住宅项目绿化养护服务合同
参考数据（须附相关文件证明）。有意投标公司须于
2018年11月19日前携公司数据及相关证明文件到
指定地址，经我司审核通过后领取标书，同时欢迎贵
司加入我司认可承判商，具体询联系人。
截标日期：2018年11月26日中午十二时正。
联 系 人：胡女士 联系电话：（023）67394116
索取标书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玥湖路1号玥湖园物业服务中心
回标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68号大都会东方商厦10F

重庆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慰问品采购公开询价公告
我司将于近期进行慰问品采购公

开询价，凡注册资金100万元及以上、具
有食品生产、销售资质的单位，有意参
加询价者，请于2018年11月19日至11
月23日，工作日上午9时至下午16时，
到重庆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重庆市
北碚区云泉路2号）持单位营业执照，食
品生产、销售资质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
加盖公章获取公开询价通知文件。

联系电话：023-68357809
联 系 人：郭女士

重庆叱咤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91500107MA5Y
UUPCXU）法人：张学通，法人印鉴章遗失，声明作废

沙坪坝区黄厨餐饮店遗失2016年04月08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6607498373声明作废

黄莹遗失鲁能泰山7号项目A13-7-2号房收据，
房款收据编号01010881，金额641940，声明作废。

本人雷伟遗失出租车从业资格证，证件
号码510282198208036515，声明作废。

遗失陶艺嘉《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415040，声明作废 经营者张权宏遗失烟花爆竹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00232606787791，声明作废

公告遗失

遗失车涌樯《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228126，声明作废

智能
多个生产环节实现“机器人造”

金康新能源汽车智能工厂位
于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园，占地面
积约800亩。工厂设有冲压、焊
装、涂装、总装，以及电池PACK
和充电检测车间。所有车间都采
用了蓝白相间的统一外观，看上去
既简洁又有现代感。

“智能化”无疑是金康新能源汽
车智能工厂的关键词。走进工厂，最
直观的感受就是汽车生产线上的工人少
了，无论在哪个车间，都能看到很多机器人
的身影。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工厂拥有近1000
台机器人，汽车生产线的焊接、涂胶、滚边、工
位间输送、大件的上料这些生产环节都采用
了机器人操作，就连人工操作最多的汽车总
装车间，也有很多工序已经被机器人所替
代。比如，汽车仪表盘和座椅的安装，以及挡
风玻璃的安装和涂胶，都是由机器人操作。

记者在现场看到，机器人操作的每个工
序都是一气呵成，动作相当顺畅，精准到位。

高效
汽车天上“飞”零件地上“走”

与传统的汽车工厂相比，智能工厂还有
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高效。

机器人参与汽车生产后，一方面提高了
汽车生产过程的可控性和标准化，另一方面
也减少了生产线上的人工干预。

以冲压车间为例，两条全封闭高速同步
机械冲压线，不仅可以满足钢铝混线生产，而
且仅需5秒就可以冲压完成一个部件，速度
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汽车冲压生产线。

焊装车间也采用了世界一流的焊接生产
线。生产线的上料、输送、焊接、涂胶这些工
作全部实现自动化，焊接的自动化率达到
100%。整个车间工人的数量仅是传统汽车
焊装车间的三分之一左右。

工厂内的汽车零部件等生产物料，主要
使用了激光自动导航无人车进行运输配
送。总装车间的部分零部件，还通过运输链
条直接从地下仓库送到了生产线上，既高效
又精准。

精细
七轴喷涂机械臂让喷涂“零死角”

“技术好的汽车喷漆师傅现在很吃香，但
是到了这个工厂，他会下岗。”相关负责人说，
工厂的汽车车身内外喷涂作业全部采用机器
人作业，连开关车门都由机器人操作完成，没
有一个人工操作的环节。

涂装车间使用了欧洲公司提供的成套
设备，奔驰、宝马等汽车工厂也在使用这套
设备。工厂还采用了世界先进的喷涂工艺
和环保水性涂料，确保了车身的高品质油漆
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涂装车间使用了七

轴的喷涂机械臂，是全国首条使用七轴机械
臂的汽车生产线。与六轴机械臂相比，七轴
机械臂更加灵活，便于末端执行器到达特定
的位置，即便是车身的死角，七轴机械臂喷涂
也游刃有余。

从工厂试生产的情况来看，机器人喷涂
的车身漆面，与豪车相比也毫不逊色。

相关负责人表示，智能化的汽车工厂
正在让汽车生产制造更加精细化。机器人
远程激光焊接技术，不仅让汽车的焊缝更
加美观，同时也有效保护了车身；机器人焊
接可以将焊缝严格控制在0.25 毫米以内，
比一根头发丝还要细，达到人工作业无法
达到的精度。

高质量
机器人“质检员”严把产品质量关

众多机器人参与生产的汽车，质量如
何？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智能化的汽车工厂
不仅在生产过程中有效提升了产品质量，而
且还有一套更加严格的质量检测系统，在每
个生产环节严把产品质量关。

在智能工厂的产品质检环节，虽然也有
人工检测，但机器人已经成了绝对的主力军。

以冲压车间为例，冲压零件的质量控制
除了常见的人工质检和检具检测以外，还配
备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蓝光检测，检测效
率是三坐标检测的3-5倍，检测精度也达到
了0.05毫米，高于三坐标检测。同时，蓝光检
测还能分析出零件型面和边，这是三坐标无
法检测的。

“机器人的质量检测是一个标准化的作
业流程，检测结果更加准确可靠。”相关负责
人表示，智能工厂在数字化工厂的基础上，利
用物联网技术和监控技术加强信息管理服
务，工厂所有的生产作业信息和产品检测结
果，都将进入工厂的生产大数据系统。生产
环节出现异常，或者产品质量出现不稳定的
情况，大数据系统都将及时报警。

工厂生产的每一辆汽车，从生产开始就
会有一个固定的“身份证”。这辆车生产到哪
个环节，产品质量如何，通过大数据系统都可
以一目了然。

同时，大数据系统还将有助于工厂制订
生产优化方案，进一步优化生产流程，提升产
品质量。

环保
“零排放”污水处理后循环使用

金康新能源汽车智能工厂虽然已经进入
试生产阶段，但是在工厂的每个车间都听不见
噪声。即便是在汽车生产中容易产生噪声的
冲压车间，也通过技术改进有效控制了冲压作
业的声音，几乎等同于人们日常交流的音量。

无论走进哪个车间，也闻不到一点刺鼻
气味。“在汽车生产的每个环节，我们都注重
节能环保。”相关负责人介绍，工厂采用了世
界先进的节能、环保工艺和设备。比如，涂装
车间采用了常温硅烷化前处理工艺，让废水
中不会出现有害重金属离子；采用循环风+热
泵技术，大幅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工厂还建设了一座污水处理站，设计废
水最大日处理量达1800吨。工厂的废水、污
水经过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放出的水可以
达到饮用水标准。

在试生产过程中，涂装车间产生的废水，
经过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全部被循环使用，再
次用于涂装生产。既环保又节约了水资源，
实现了汽车废水“零排放”。

本报记者 刘波

世界500强企业高管
将来渝共商人力资源创新

本报讯 （记者 王淳）昨日，重庆晨报
记者从重庆市人社局获悉，12月13日-14
日，2018西部人力资源服务博览会将在重庆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召开。

本次西博会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人力资源市场司、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等
主办，将邀请政府决策者、行业顶级专家及
《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高管
等，深入研讨新经济、新政策、新技术下中国
西部地区人力资源服务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创新与突破，以及全球人力资源管理服务
领域的热点与趋势。

今年的西博会将由重庆首届人力资源服
务项目创新大赛、西博会主会场两大部分组成。

在议程设置方面，大会确定了“1+6+1”
的会议模式，即，1个主会场和6个分论坛（其
中1个为人社部举办的全国博士后论坛）、1
个创新项目对接会，演讲主题26个，集聚了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余兴安、科锐国际
董事长高勇、海尔大学执行校长孙中元等行
业专家及知名人士。

西博会主办方表示，第二届西博会各参
展企业、观展人员可免费报名参加。

作为本届西博会的重要活动之一，2018
中国（重庆）人力资源服务项目创新大赛已于
2018年10月启幕。

本报讯 （记者 顾小娟）进入11月，早
晚的重庆凉意十足，据重庆市气象局信息中
心数据显示，本月1日至11日重庆主城平均
气温为14.6℃，较常年同期低了1.5℃，全市
平均气温为13℃，也较常年同期低了2.2℃。

昨天午间，太阳好不容易来主城一趟，却
逛一圈就跑了，下午天也是阴沉沉的。未来
三天，重庆阴雨还将持续。

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阴有间断小雨，10℃～19℃；

主城间断小雨转阴，13℃～17℃。
明天：全市阴有间断小雨，11℃～18℃；

主城间断小雨转阴，14℃～17℃。
后天：全市阴有间断小雨，11℃～16℃；

主城阴有间断小雨，14℃～16℃。

太阳来一趟就跑了
未来三天持续阴雨降温

男子过安检顺手牵羊
拿走电脑算盗窃！

本报讯（记者 钱也）近日，男子李某某在
重庆机场T2航站楼通过安检时，将旅客袁女
士放在安检行李整理台上的一台价值7000余
元人民币的笔记本电脑拿走。经渝北区人民
法院查明，李某某犯盗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的规
定，决定予以逮捕。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机场公安温馨提示：广大旅客群众乘机
出行时，在办理乘机手续、通过安检通道、飞
机飞行过程中一定要看顾好自己的随身物
品，特别是手机、电脑、财物等贵重物品，确保
时刻保持在视线范围内，避免遗忘、丢失等类
似情况发生。

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科学院共同
主办，聚焦人工智能的科学挑战节目
——《机智过人》第二季在上周央视一
套完美收官。节目中，一款“金菓EV”

旗下的新能源智能SUV频繁抢镜，展现了它的
“机智过人”。昨天，重庆晨报记者从重庆小康集
团获悉，明年，金菓EV首款智能电动SUV SF5
将在重庆金康新能源汽车智能工厂实现量产。目
前，工厂已经完成设备调试，进入试生产阶段。预
计到今年年底，工厂就将具备汽车量产能力。

与传统汽车工厂相比，金康新能源汽车智能
工厂拥有近1000台机器人，参与到了汽车生产的
多个环节，是重庆智能化程度最高的新能源汽车
工厂之一。近日，记者独家探秘工厂试生产，看机
器人造车如何“机智过人”。

冲压车间

总装车间用于运输汽车的空中轨道。受访单位供图

金康工厂（航拍）

市民在健身。上游新闻记者 张锦旗 摄

○金康新能源汽车智能工厂拥有
近1000台机器人，参与到生产多
个环节，是重庆智能化程度最高的
新能源汽车工厂之一
○工厂进入试生产阶段，预计年底
具备汽车量产能力；本报记者独家
探秘工厂试生产，看机器人造车如
何“机智过人”

机器人造车机器人造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