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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产教融合”下的重庆高职城(三)

重庆高职城
“云集群”
助力创新发展
云计算产业园引进 40 余家 IT 信息服
务类项目，注册众创企业 300 余家，中迪医
疗、芸中鹰无人机等 17 家企业已入驻并投
运，
基本建成云计算产业园大数据产业发展
载体……日前，重庆晨报·上游新闻从重庆
市巴南区获悉，目前为止，
重庆高职城（以下
简称“高职城”
）累计实现战新产值约 6.8 亿
元、税收约 7000 万元，
解决就业约 3000 人。

竞猜不迷路！
竞猜不迷路！
竞彩 NBA 指南出炉
指南出炉!!

超前布局：
搭建
“云计算”
产业集群
“大棋局”
据了解，
云计算产业园位于巴南区鱼洞
街道金竹村，
是重庆市
“十三五”规划重点项
目，
也是重庆高职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园区
以云计算、大数据、现代医疗等领域为主要
引进方向，延伸云计算产业链，形成高新产
业聚集。建成城校融合、产城一体的综合性
园区，
形成
“一城多园”
的产业格局。
截至目前，云计算产业园引进 40 余家
IT 信息服务类项目，注册众创企业 300 余
家，中迪医疗、芸中鹰无人机等 17 家企业已
入驻并投运，
基本建成云计算产业园大数据
产业发展载体。累计实现战新产值约 6.8
亿 元 、税 收 约 7000 万 元 ，累 计 解 决 就 业
3000 人。

健康云计算：
建设区域医疗大数据中心
据高职城相关负责人介绍，
健康云计算
板块主要依托中迪医疗公司、天昊医疗等项
目，
打造特色产业，
形成医疗大健康产业链，
形成健康管理和医疗服务产业集群。
“中迪医疗是重庆市唯一的医学影像信
息化重点企业。
”企业负责人介绍，
目前中迪
医疗的“区域远程影像诊断平台”惠民试点
建设，已覆盖 14 个区县、医疗机构 336 家，
人口超 1100 万，
带动近 20 亿的产业发展。
“天昊基因有 18 项基因检测分析领域
发明专利及专有技术，
是巴南区第一家医学
检验实验室，可提供生殖健康、单基因遗传

工作人员对芸中鹰无人机进行调试。
病、肿瘤精准医学以及药物基因组学等领域
的临床诊断及检测服务的第三方医学检验
机构”
。企业建立的筛查或检测平台和技术
体系，
广泛应用于普通人群筛查以及高危人
群的防治。

大数据建设：
助推打造智慧城市
“重庆联通巴南通信枢纽楼项目主体封
顶，
预计下半年投运。
”
据高职城相关负责人介
绍，
联通南部枢纽楼总投资 8 亿元，
作为重庆
联通5G业务主要承载枢纽楼，
也是整个联通
集团首个DC化试点项目。项目预计至2030
年可满足 1000 万移动用户+15 亿物联网用
户+200 万宽带用户对枢纽楼/区域 DC 的业
务发展需求，
发展成为重庆南部数据通信中
心、
网络汇聚中心，
推动巴南区乃至重庆后续
信息产业、大数据产业类企业的快速发展。

着力产教融合
打造软件及信息服务外包基地
未来，巴南区力争通过 3-5 年，实现创
新创业载体不低于 8 万平方米，培育 1 至 2
家十亿元以上销售收入规模企业，10 家亿
元以上销售收入规模企业。全区软件与信
息服务外包从业人数达 5 万人。
文/谭柯 实习生 岳慧 通讯员 姜嘉睿

两江新区求贤若渴
引得各方大咖
“近悦远来”
于是，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琳来了、吉
利控股集团来了、世界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供
应商佛吉亚歌乐电子也来了……

生态优化
形成内育外引的人才模式

种好梧桐树，
引得凤凰来。
7 月 1 日，重庆两江新区与吉利控股集
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高端新能源整车
项目、吉利工业互联网总部暨数字化工厂项
目落户两江新区。
7 月 13 日，重庆市委常委，两江新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段成刚与特斯拉公司
全球副总裁陶琳一行会谈，
双方就加快推进
项目合作深入交流并达成广泛共识。
7 月 16 日，易智网科技服务平台在两
江新区揭牌启动。其核心载体是由院士领
衔 2000 多名科研人才组成的强大科研团队
支撑的重科智谷。
今年上半年，两江新区直管区 GDP 同
比增长 4.8%，工业增加值总量达 260.5 亿
元、增长 6.0%。GDP 增速和工业增加值在
全市领先。新区汽车和电子两大支柱性产
业逆势上扬，数字经济全线飘红，招商引资
持续领跑。

产业升级
打造高层次人才集聚高地
企业高层的密集造访、科研机构领军人
物纷至沓来。
两江新区将背后的原因归功于产业转
型升级，
形成吸引高层次人才的
“强磁场”
。
面对疫情
“大考”
，
两江新区企业转危为
机。长安首款高端序列车型 UNI-T 上市
10 天销量即破 7000 辆，累计销量破 2 万
辆。上汽红岩产品在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
市场受到热捧，1—6 月，企业销售额达到 90
多亿元，比去年同期高出两倍。同期，两江
新区汽车产业产值增速达 8%，不仅转负为
正，
而且实现
“V”
型反弹。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19-2020
赛季 NBA 正式复赛。受到疫情影
响，NBA 不得不更改了赛制。新赛
制是怎样的？复赛后，竞彩 NBA 开
售了哪些玩法？新的赛制又对竞猜
NBA 有哪些影响？别着急，这
篇问答给你指路！

6 月 28 日，两江新区举行明月湖科创
生态体系项目签约活动。北京理工大学重
庆创新中心的云大脑无人车搭载 L5 的自动
驾驶系统，实现完全的自主行驶，
吸睛无数。
该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韩恺明确表示，
未来两年，中心力争聚集高水平科研人才
400 人以上，建立 5 个院士工作站，1 个国家
级科研平台、5 个省部级科研平台，孵化 50
个项目。
目前，
重庆两江新区已建成院士专家工
作站 16 个、博士后工作(流动)站 35 个、海智
工作站 16 个、各类研发实验室 16 个。
两 江 新 区 入 选“ 鸿 雁 计 划”人 才 已 达
147 人。其中，院士（含院士工作站柔性引
进）11 人，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入
选 9 人，
国家
“特支计划”
人选 4 人。

政策扶持
提供近悦远来的人才服务
去年11月，
两江新区印发《关于实施人才
强区战略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修订出台
高层次人才、
教育优秀人才、
卫生紧缺人才、
高
技能人才等4个人才引进培养配套政策文件，
提炼制订
“两江人才”十条，形成全新的
“1＋
4”
人才政策体系，
实现了院士专家到工匠人
才的政策全覆盖，
高层次人才和项目团队最
高可资助 3000 万元，一流科学家及团队最
高可达 1 亿元；企业认可的本科以上优秀毕
业生还可享受1万元以上的安家补助。
如今，两江新区这个人才大舞台，正加
速集聚一批芯片设计、软件信息等智能人
才、科技创新人才；
一批汽车高级工程师、大
数据工程师等技能人才、专业研发人才及一
批规划设计、智能应用等技术应用型人才、
经营管理人才。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严薇 实习
生 宋沁泽

NBA 复赛后赛制是怎样的？
NBA 常规赛复赛于今天上午正式打响，每支球队各打 8 场比赛，到北京时间 8 月 15 日
正式结束。季后赛资格赛将在 8 月 16 日-17 日全部打完，然后 8 月 18 日东西部首轮季后
赛就正式开始了，赛制依然采用 7 场 4 胜制。9 月 1 日至 9 月 14 日为东西部半决赛；9 月 16
日至 9 月 29 日为东西部决赛；
10 月 1 日至 10 月 14 日则是 NBA 总决赛。

共有多少支球队参赛？
NBA 复赛阶段一共有 22 支球队参加，东部依排名顺序为雄鹿、猛龙、凯尔特人、热火、
步行者、76 人、篮网、魔术和奇才；西部依排名顺序为湖人、快船、掘金、爵士、雷霆、火箭、独
行侠、灰熊、开拓者、鹈鹕、国王、马刺和太阳。
西部比东部多出 4 支球队，是因为 NBA 规定参加复赛的球队，除了 16 支东西部前八
的球队外，增加的 6 支球队距离东、西部第八名必须在 6 个胜场以内。不过这样一来，西部
有 5 支球队达标，
而东部则只有奇才 1 队。

NBA 复赛赛制有什么特点？
NBA 复赛的一大特点在于增加了附加赛。在新赛制下，东部和西部前七名的球队直
接进入季后赛。第八名球队如果领先第九名 4 个胜场以上，那么第八名晋级季后赛。第九
名和第八名之间的胜场差如果在 4 场以内，那么第九名和第八名进行附加赛。第九名需要
连赢第八名两场才能获得季后赛资格。

竞彩篮球开售了哪些玩法？
目前，
竞彩 NBA 共开售了
“胜负”
“让分胜负”
“大小分”
和
“胜分差”
四种玩法。
其中“胜负”玩法即竞猜全场比赛主队的胜负情况。
“让分胜负”即竞猜主队全场比赛得
分数再加减“预设让分数”之后的胜负情况，例如，
“快船 VS 湖人（-4.5）”，就表示竞猜湖人
全场比赛得分再减 4.5 分之后的胜负关系。
“大小分”就是竞猜比赛双方的得分总数大小，竞
彩开售每场比赛时会公布一个预设分数，如：
“ 快船 VS 湖人”比赛的预设总分数为 215.5
分，如果两队得分之和大于 215.5，则开奖结果为“大分”；如果总分数小于 215.5，则开奖结
果为“小分”。
“胜分差”即竞猜比赛两队胜负分差。根据主客队的胜负关系，按照 5 分一个
区间设置了从“主胜 1-5”
、
“客胜 1-5”到“主胜 26+”
、
“客胜 26+”共 12 个选项，如果购彩者
选择
“主胜 1-5”
，
就表示猜主队赢客队 1-5 分，
以此类推。

新赛制对竞猜 NBA 有什么影响？
由于 NBA 比赛场地选择在中立场地，这样就没有了所谓的主场优势。比如，76 人队
是本赛季 NBA 中最典型的客场虫，主场战绩 29 胜 2 负位居联盟第一，但是客场战绩只有
10 胜 24 负，球队在中立场地进行比赛的前景不容乐观。再比如，独行侠是本赛季客场表现
比主场更出色的典型球队，
在中立场地打球，
球队可能继续扮演黑马角色。
此外，本赛季的 NBA 复赛一大改变在于季后赛豪强没有了主场优势。常规赛仅剩 8
轮，
很可能出现一些豪强韬光养晦，
不会倾尽全力作战的情况。
因此，购彩者一定要多多分析球队主客场的发挥与部分球队的战意，这样才能在竞猜
时游刃有余。

在哪里能够竞猜 NBA？
需要提醒购彩市民的是，目前，国内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是中国体育彩票线下实体
店。希望大家能够远离非法赌球，
拥抱公益体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