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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梓涵）为了使消费者
对车膜性能有一个基本了解，作出正确的选
择，近日，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市
场上销售的汽车膜样本（“龙膜”、“3M”、“威
固”、“量子膜”等品牌）开展了比较试验。

比较试验样品均由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
者的身份，在主城区丰盛原膜业、龙腾汽车用
品批发中心、广隆汽车用品经营部、桥峰膜业
四家汽车膜经营场所随机购买，涉及10个品
牌30个样本。其中用于汽车前挡玻璃的10
个，每平方米最高1400元、最低80元；用于
汽车侧挡和后挡玻璃各10个，每平方米最高
667元、最低50元。

比较试验委托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
院进行检测。其中，在紫外线透射比测试中，
有近三成不符合标准，其中一款超过标准15
倍。消委会介绍，汽车膜紫外线透射比反映
产品阻隔紫外线能力，车膜紫外线阻隔能力
不高，会导致其褪色模糊，光学性能减退，大
幅缩短使用寿命，还会导致汽车内饰龟裂、褪

色和老化。根据我国相关标准规定，汽车膜
紫外线透射比应≤1％。

在理化特性中的落球冲击剥离性能测试
中，所谓汽车膜宣传防爆只是噱头。在对其
中一款明示为防爆膜的样本进行了落球冲击
剥离性能的6次试验，结果均表明该膜不具
有防爆性能。

消委会提醒，车膜市场鱼目混珠，消费者
选大品牌高品质产品，首要是找准正规销售
渠道，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产品。对于购车
送膜的情况，消费者应和车商通过书面合同
约定产品品种种类以及膜的光学、热学、理化
特性参数，以便在出现纠纷时占据主动。

同时，消委会建议相关部门修订现行汽车
膜相关标准，提高汽车膜的理化和卫生安全门
槛，推动汽车膜领域高质量发展；加大对汽车膜
领域假冒伪劣行为和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打
击力度；加大对汽车膜等消费者认知有限的产
品的抽检力度，对相关指数虚标的行为进行公
示，情节严重者根据《广告法》予以查处。

世界排名前5的机器人，有4家已来此筑
巢；“空中5G”、“鸿雁星座”全球总部正式落
户，乐聚（重庆）机器人明年也将正式运行……

数据统计显示，仅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
前三季度新增落地562家企业，包括阿里、腾
讯、紫光等在内的重点企业就达到58家。

一个个龙头项目、一组组统计数字，备受
瞩目的重庆两江新区越来越“热”。作为国家
级新区、全市经济的重要引擎，尤其是在智博
会之后，两江新区引“智”大批高校、科研平台，
全方位推进大数据智能化，致力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
副主任汤宗伟说，借力大数据智能化的东风，
两江新区必将再迎新一轮开发建设热潮。

高起点规划
三大核心区域齐发力

按照规划，两江新区将以重庆两江数字经
济产业园、礼嘉智慧城和协同创新区为核心载
体，深入推动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

三大核心区今年有啥新进展？根据两江
新区消息，预计到本月底，重庆两江协同创新
区规划即可“定版”，逐步向建设国际一流创新
集聚区发展空间迈进。

同时，今年在我市举办的首届智博会上
“未来智慧生活体验园规划”重磅发布，确定在
两江新区建设10平方公里的礼嘉智慧城，并
在其核心区率先启动2平方公里的未来智慧
生活体验园。

未来，礼嘉智慧城将引领潮流的智能技术
和数字经济，融入创新、生活和生态中，吸引全
世界的创新要素、数字经济和智能产业在重庆
聚集发展，并与广阳岛和渝中半岛共同构筑长
江上游智慧、生态、人文“金三角”。

而早在年初开园的重庆两江数字经济产

业园，前三季度共吸引投资492亿元，新增企
业落地562家，其中包括阿里、腾讯、紫光、国
家信通院、软通动力、瀚云工业互联网、新焱大
数据、新珂电子等重大招商项目58个。

按照规划，到2020年，重庆两江数字经济
产业园生产总值将达到500亿元，入驻企业达
到3000家，同时引进和培育30家龙头企业，
进一步助力重庆打造现代化产业高地。

精心布局
抢先加速新兴产业集聚

在两江新区，世界排名前五的机器人企业
中已有川崎、库卡、ABB、发那科四家落户，基
本形成了集研发和应用服务于一体的机器人
以及智能装备产业链雏形。

目前，两江新区引进的机器人本体制造和
系统集成项目近30个，合计签约投资额近30
亿元，预计达产后年产值近70亿元。

作为智博会签约项目之一，乐聚（重庆）机
器人成功落户两江新区，建立人形机器人的研
发中心、生产基地和教育领域创客基地，预计
明年初将正式运行。

两江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全市经济的重
要引擎，除大力发展机器人产业外，其他战略
性新兴产业也在此发芽生根。

11月30日，“空中5G”、“鸿雁星座”全球总

部正式落户重庆两江新区。依托这个项目，两江
新区有望打造成为我国首个太空互联网时代的
全球总部基地，构建更加完善的全球空中信息基
础设施网络，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各国。

据介绍，项目首期投资200亿元，将建设
我国首个独立自主的全球低轨卫星移动通信
与空间互联网系统，打造覆盖芯片、终端、系统
集成等环节产业链条，带动上下游1000亿元
产值规模。

截至目前，两江新区航空航天产业累计引
进项目近20个，社会投资超过500亿元，初步
搭建了通航产业“制造+运营+服务”、运输航
空业动力“整机+零部件”、新型复合金属材料

“研发+制造+供应链”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科技创新正在

逐步成为传统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这也
将为两江新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
基础和保障。”两江新区相关负责人说。

转型升级
推动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

在大力发展智能化产业的同时，如何让传
统产业焕发新的活力？在当下，传统产业的转
型升级，借助大数据智能化的新路径已经成为
趋势。

以汽车产业为例：重庆是中国最大的汽车

制造基地，其中十有八九布局在两江新区。
去年11月初，力帆与百度合作的首款无

人驾驶新能源共享汽车正式发布，仅一个月
后，力帆就确定在两江新区率先试点这批无人
驾驶新能源共享汽车。

今年3月20日，长安汽车自动驾驶核心
技术量产测试新闻发布会在重庆举行，这意味
着长安汽车在自动驾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有利于其加速从传统车企向智能厂商的转型。

截至目前，长安汽车已经攻克了智能互
联、智能交互、智能驾驶三大类60余项智能化
技术；力帆与百度合作发布了国内首款无人驾
驶新能源共享汽车……

大力引“智”
引入高校合作、打造科研平台

今年4月，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正式
落户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这被称为直辖以
来，重庆高等教育发展重大突破的合作。

按照规划，该学院计划明年开始招生，并
将在水土高新园组建人工智能学院、资源与环
境学院、材料工程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等二级
学院，重点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科学家、
工程师和创业者。

“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将围绕以大数
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科教兴市和
人才强市等重大战略需求，建设一所多学科交
叉融合、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影响力的科教创
产融合发展的学院。”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
科学院大学校长丁仲礼说。

除人才供给外，该学院还将联合两江新区
的高新技术企业搭建协同创新平台，促进科教
成果转移转化，全面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引领和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正在规划打造的6.8平方公里重庆两江
协同创新区，目前已有新加坡国立大学、比利
时鲁汶大学、同济大学等一大批海内外高校签
约落户。预计到2020年，该区域将实现聚集
高校及科创机构达到20家以上、集聚科技创
新人才1万人以上、省部级以上研发平台及团
队100个，科技孵化企业100多家。

“随着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特别是智慧两江的深入实施，两江新区
必将借此东风再次迎来新一轮开发建设热
潮。”汤宗伟说。 本报记者 郭发祥

本报讯 （记者 李晟）“重庆简直太让我
惊讶了，这座城市的所有一切都超出了我的想
象。”昨天，来渝参加中国重庆—希腊伯罗奔尼撒
大区经贸合作洽谈会的塔图里斯说，他渴望能很
快再次来到重庆，进一步建立更多的合作关系。

而在塔图里斯的希冀中，两地的合作囊括
了港口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旅游、农产品
进出口、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

希望建立互赢合作模式

这是塔图里斯第一次来重庆，此前，他曾
两次来过中国。谈及为什么将自己的第三次
中国行锁定在重庆，塔图里斯直切要点，“我们
看中了重庆在中国开放中的重要地位，希望能
建立双极合作的互赢合作模式。”

塔图里斯说，伯罗奔尼撒大区是希腊南部
门户，是希腊13个大区之一，该大区旅游业和
农业发达，吸引境内外投资占希腊总量的
32%。目前，伯罗奔尼撒大区正加紧规划建设
希中伯罗奔尼撒智慧产业园。

面对塔图里斯的邀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重庆市委员会副会长邓文年说，重庆虽
然与希腊远隔千山万水，但双方经贸交流与合
作日趋频繁。今年1至9月，重庆对希腊出口
3.5亿美元，同比增长88%。

“伯罗奔尼撒大区是希腊重要的地区，地
理位置优越，交通、商贸、文化旅游资源丰富，
有很好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这将为‘一带
一路’倡议下中国制造、重庆产品走进欧盟提
供难得的机会。”邓文年希望通过洽谈，让更多
重庆企业了解希腊及伯罗奔尼撒大区，找到合
作商机，也希望希腊企业在重庆找到合作伙
伴。

在洽谈会上，重庆农产品集团的代表直接
抛出了合作意向：“截止到2017年底，重庆市
柑橘栽培面积达21.33万公顷，产量超过300
万吨，具有地方特色的奉节脐橙、万州玫瑰香
橙、开州春橙等品牌已走入全国市场，奉节脐
橙品牌价值23.25亿元，位居全国橙类第一，
我们希望能将重庆的柑橘卖到希腊去，用重庆
味道吸引更多的希腊人关注重庆这座城市。”

下次来渝要一睹三峡之美

这次来渝之行只有匆匆两天，让塔图里斯
留下了不少遗憾。“我早就听说长江三峡的风
光极美，可惜这次行程太紧，没有时间去游
览。希望我下次来到重庆时，能有机会一睹它
的壮美风情。”

此外，塔图里斯感兴趣的，还有重庆各地
的红色文化。“我年轻的时候就对红色文化充
满了兴趣，来重庆之前，我也从资料里了解
到，重庆是一个遍布红色文化的城市，我真
心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到这些红色景点走上
一走，从更多方面了解我年轻时政治信仰的
重要部分。”

今年智博会期间，伯罗奔尼撒大区首次、
正式对外公布建设“希中伯罗奔尼撒智慧产业
园”的相关情况，在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激
发了世界各国与会代表的浓厚兴趣。

当时，塔图里斯通过伯罗奔尼撒大区与会
代表向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企业发出邀请，欢迎
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共同参与到智慧产业园
的建设、开发中来，为东西方区域间友好合作、
交流注入新的内容。

在昨天的洽谈会上，塔图里斯表示，他们
将确定参加明年在重庆举办的智博会，“这是我
们的承诺，同时，我们还将动员更多的希腊地区
来到重庆，与这座城市展开各个方面的合作。”

本报讯 （记者 王倩）昨日上午，在市商
务委的支持下，由重庆市商贸流通服务中心及
环球捕手共同主办，重庆贡天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承办的“中国田·重庆甜”新农扶贫计划暨
重庆农特产品精准扶贫发布会成功举行。

环球捕手“中国田·重庆甜”专场活动，将
于今天上午10点在环球捕手平台上线推广，
奉节脐橙、火锅底料、重庆小面、酸辣粉等近
10余款优质特色产品将展现在4000万用
户面前，助力重庆特色农产品畅销全国。

据了解，作为全国领先的社交电商平台，
环球捕手拥有近4000万的用户，3年时间年
销售额实现从3亿元到100亿元的跨越。“中
国田”项目是环球捕手在2017年第四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上推出的公益助农项目。在过去
的一年时间里，“中国田”项目团队深入全国
20个省34个县区启动了42个农特产扶贫项

目，累计帮助15.2万农民增收创收。
在昨日的发布会上，重庆市商贸流通服

务中心与环球捕手签署了电商精准扶贫战略
合作协议。

“我们项目选择的都是国家级贫困县，在
做到真扶贫的同时，确保源头好货。”“中国
田”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派出专业团队
深入到奉节县等地实地素材采集，在短期内
打造爆品，帮助重庆市农特产品，特别是贫困
地区的优质特色农产品走出重庆。

据介绍，以“中国田·重庆甜”为主题的专
场活动，将于12月21日上午10点在环球捕
手平台上线推广，以奉节脐橙为核心主推，同
时推出火锅底料、重庆小面、酸辣粉、磁器口
麻花、牛肉干、羊角豆干及奉节腊肉等近10
余款优质特色产品，预计单日销售额将突破
500万元。

一手抓项目一手引智 两江新区越来越“热”
借力大数据智能化的东风，两江新区将迎来新一轮开发建设热潮

市消委会发布汽车膜比较试验报告：

紫外线透射近三成不合格

环球捕手“中国田”走进重庆
助力贫困地区农产品畅销全国

重庆—希腊伯罗奔尼撒大区举行经贸合作洽谈会

重庆要把柑橘卖到希腊去

重庆两
江数字经济
产业园。

佩特罗斯·塔图里斯 通讯员 唐安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