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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携 30 余企业进军首届进博会
亿达 5 年内将向我区投资 14 亿美元
天赐温泉进军意大利旅游业
本报讯 （记者 周双双）11
月 5 日，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在
上海拉开帷幕，在开幕当日举行
的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推进会
上，我市 22 个重点合作项目举行
集中签约。重庆高新区管委会主
任、九龙坡区长刘小强出席推介
会，并与亿达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签订合作协议，后者拟将华西片
区总部落户我区，
此外，多个投资
收购项目也在展会期间达成。

亿达中国华西总部
将落户九龙坡
推介会上，亿达中国控股有
限公司与区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拟将华西片区总部及产业集团总
部落户重庆九龙坡区，计划 5 年
时间内分批在九龙坡区投资 14
亿美元。该总部将以亿达八大智
慧产业为基础，逐一导入，最终形
成重庆特有的产业集群，辐射整
个中西部城市乃至全国。
亿达中国总裁姜修文称重庆
良好的产业基础和良好的发展前
景是亿达将华西片区总部落户重
庆的重要原因。根据亿达中国全
国战略布局，中西部城市将作为
产城融合重点拓展区域。
“本次在
‘重庆向西’的战略布局下，与九
龙坡区人民政府的‘产城融合项
目’深度合作，将成为亿达中国中
西部城市产业跳板，快速导入中
西部乃至全国、全世界优势产业，
形成产业集聚，并向外辐射。”

天赐温泉
收购意大利维卡雷诺
今后去意大利罗马，可以住
湖滨小镇、泡温泉、吃火锅、逛风

重庆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区长刘小强（前左一）出席重庆推介会并与亿达中国签约。
情商业街，而这些都由天赐温泉
打造。推介会上，重庆天赐温泉
（集团）有限公司与意大利维卡雷
诺农业有限公司签订旅游项目收
购合同，签约金额 1800 万美元。
“项目涉及农田、林地和大量
建筑，共占地 1015 公顷，其中林
地约 400 公顷、牧场约 200 公顷、
耕 地 约 250 公 顷 、橄 榄 树 林 约
100 公顷。”天赐国际控股集团副
总经理龚龙海介绍，
此次签约后，
集团将与对方合作打造具有罗马
风情的湖滨度假村及风情商业
街、重庆天赐农场火锅城等，
同时
依托项目原有的温泉打造在欧洲
具有影响的温泉城。此外，该集
团还将利用区域内的橄榄树资
源，生产高端橄榄油，
销往包括重
庆在内的国内及国际市场。
龚龙海表示，此次维卡雷诺

项目的成功收购有助于拓宽中意
双方投资领域的范围，进一步加
深意大利与中国的深入交流与合
作。目前天赐温泉集团已经开始
了前期工作，后续将进一步发挥
天赐温泉集团在温泉旅游上的优
势，打造出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
极具影响力的温泉综合体，将重
庆旅游企业和温泉之都的品牌进
一步向全世界输出。

30 多家九龙坡区企业参展
除了投资项目与收购，不少
采购合作项目也在进博会上达
成，隆鑫与倍耐力在展会上达成
了合作，双方签订价值 800 万美
元的轮胎采购项目；庆铃汽车与
日本五十铃自动车株式会社签订
了价值 3 亿元人民币的汽车进口
零部件采购协议。

展会期间，九龙坡区副区长
谢嘉带队参观了倍耐力、SWM
以及施耐德电气等与区内企业有
广泛合作的外方参展商展台，并
与企业领导亲切交谈，邀请企业
来区考察，
寻找更多合作机会。
记者还了解到，
此次进博会，
我区有隆鑫、鑫源、慧都科技、韵
龙文化、植恩药业、明品福物流、
前锋科技等 30 余家企业参展，涵
盖生产制造、软件信息、文化、医
疗、物流以及跨境电商等多个领
域，围绕智能及高端装备、汽车、
食品及农产品、医疗器械及医药
保健、服务贸易等重点领域开展
采购对接，将积极有效地扩大先
进技术和设备、消费品等产品、技
术和服务进口，促进我区生产消
费升级，
助力高质量发展。

我区与中建西南区域总部达成合作协议
刘小强与章维成签约

本报讯 （记者 张玉兰）11
月 2 日下午，重庆高新区管委会
主任、区长刘小强代表九龙坡区
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区
域总部董事长章维成签约，双方
将在重庆高新区范围内开展广领
域多层次合作。
中建股份是我国排名第三的
500 强企业，其母公司为国家大
型企业中建工程总公司，以房屋
建筑承包、国际工程承包、地产开
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政勘察设
计为核心业务，是我国唯一一家
拥有三个特级资质的建筑企业。
2012 年成立的中建股份西南区
域总部，下设重庆、西藏、贵州等

中建西南将参与高新区股权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设立产业
基金、水务生态环境治理、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棚户区改造

签约仪式现场 记者 周邦静 摄

分公司，与中建股份按“一套班
子、两块牌子”的模式运营，代表
中建总公司在西南地区履行投资
开发和管理协调职能。2016 年，
中建股份西南区域总部完成企业
注册，
加挂
“中建长江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牌子。
据了解，此次中建股份西南
区域总部与我区的合作，将主要
集中在股权投资与基础设施建
设、设立产业基金、水务生态环境
治理、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棚
户区改造等方面。
区领导宋泓、周进、谢嘉参加
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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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能源及智能汽车大赛
重庆赛区决赛 11 月 13 日举行
本报讯 （记者 范坤民）150
家清华汽车产业联盟会员、300
家行业企业资源对接交流，50 家
创投机构现场融资对接，100 家
创新项目现场路演……11 月 13
日，第三届中创赛国际新能源及
智能汽车大赛重庆赛区决赛将在
九龙坡区雅诗特酒店正式开赛，
深度发掘汽车行业优质项新星，
助推创新项目加速成长。
据了解，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第三届国际新能源及智能汽车大
赛是经科学技术部授权，并与中
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合作，在新能
源及智能汽车垂直领域开展的专
业赛事。继 2016 年、2017 年连
续两年成功举办重庆赛区汽车大
赛后，今年大赛共收到全国各地
的报名参赛项目 75 个，来自智能
制动器、整车开发 CAE、智能交
通工具设计开发、汽车动力电池
改进等领域的创新项目将齐聚大

然而，置身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
再百变的营销花样也终有穷尽
时，消费者在漫天硬广的狂轰滥
炸之下，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审
美疲劳中。若是电商平台仅仅依
靠换汤不换药地打折促销，甚至
是一心为了消费而造节，给消费
者打的鸡血终会消退，新奇劲儿
过后剩不下多少购买欲，
“ 剁手”
狂欢也会渐渐味同嚼蜡。
面对极易陷入审美疲劳窠臼
中的“双 11”，电商平台该如何破
局？得先明确的是，随着 2018 年
政府工作报告对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定调”，如今高质量消费
时代已经来临。如京东大数据显

示，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该平台
私教培训、赛事报名等体育服务
同比增长 529%，维修保养、陪练等
汽车服务同比增长 693%……消费
者的关注点从价格到价值、从产
品到服务，消费从数量向质量转
变，决定了提升服务质量、优化消
费体验已成为比优惠促销更为关
键和迫切的议题。
当花式营销变得乏力枯燥，
依托技术提升服务或是一味解
药。实质上，在互联网技术的支
撑下，电商快速发展重构着我们
的生活形态，
“ 双 11”从无到有成
为一种全新的消费场景，也在不
断反向促进科技在该领域的发展

和应用，譬如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移动支付、解决消费资金渠道问
题的金融产品白条、拼购等极具
社 交 属 性 的 网 购 模 块 …… 更 何
况，
“人在家中坐，购尽全球好物”
的网购模式，本身就是依托科技
来实现的。
想让渐渐乏味的“双 11”，乃
至增速放缓的电商持续发展，取
巧的营销不过锦上之花，深耕技
术做好服务，不断推陈出新才是
电商平台的生命力。显然，电商
巨头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今年
的“双 11”就出现了很多黑科技
元 素 —— 面 对 网 购 中 的 假 货 痛
点，为保证商品质量，有电商平台

赛现场展开角逐，并与 10 余家整
车厂形成深度对接。
决赛后，
还将举行第四届
“清
华汽车产业创新联盟”年会，20
余名行业顶级大咖汇集、50 余名
顶尖专家深度互动，10 余家整车
厂、50 余家创投机构、150 余家
清华汽车产业联盟会员、300 余
家行业企业资源对接交流，是汽
车行业专业的技术交流与资源对
接的盛会。大会将深入探讨汽车
行业前沿趋势，全面整合汽车产
业上下游资源，搭建汽车行业高
层次人才交流平台，深度促成投
融资对接，推动创新型技术实现
产业化。
除此之外，在 11 月 14 日，清
华汽车产业创新联盟科技项目投
资推介会也将举行，促成科技成
果对接创新资源，打造行业领先
的投资交流平台。

九龙坡区三家企业
被纳入 2018 年度新型企业研发机构
本报讯 （记者 周双双）10
月 30 日，重庆市经信委公示了
2018 年重庆新型企业研发机构
名单，
经研发机构自愿申报、各区
县经信委推荐及专家评审和现场
核查等流程，拟确定 19 家企业纳
入 2018 年度全市新型企业研发
机构。我区企业重庆南华中天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重庆丰鼎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富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也在名单之列。
新型企业研发机构是指在我
市注册设立，
以企业为主体，
整合
运用国内外企业、高校和科研院
校所持有的资金、技术、人才等优
势，
通过产学研结合、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进行企业化运作的法人
组织，
主要从事技术开发、成果转
化、检验检测、科技企业孵化等研

发活动，
具有投入渠道多样化、产
学研结合、服务产业发展等特征。
重庆南华中天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主要提供信息系统咨询设
计、软件开发、系统集成、运行维
护、互联网运营及档案数字化服
务，致力于以大数据、云计算等
IT 技 术 和 应 用 为 客 户 创 造 价
值。重庆富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则专业从事燃煤发电锅炉节能环
保燃烧技术的研发、应用工作，
并
提供整套技术设备及技术服务，
是燃煤发电锅炉“富氧节能环保
燃烧”
领域的开拓、创新企业。重
庆丰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重庆
高技术创业中心国有控股子公
司，是重庆高技术创业中心进行
科技孵化、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
术推广的市场服务平台。

前三季度
多项专利指标排名重庆第一
本报讯 （记者 周双双）11
月 1 日，记者从九龙坡区科委了
解到，
今年前三季度，
九龙坡区共
申 请 专 利 8081 件 ，同 比 增 长
18.25% ，其 中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2402 件，同比增长 52.7%；专利
授 权 5189 件 ，同 比 增 长
121.47% ，其 中 发 明 专 利 授 权
444 件；有效发明专利 2340 件，
同比增长 25.47%，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达 19.26 件。发明专利申
请和专利授权继续排名重庆
第一。
九龙坡区科委知识产权科相

当
“双 11”
进入审美疲劳期 技术加持能否成为解药
“当花式营销变得乏力枯燥，
依托技术提升服务或是一味解
药。实质上，在互联网技术的支
撑下，电商快速发展重构着我们
的生活形态，
‘ 双 11’从无到有成
为一种全新的消费场景，也在不
断反向促进科技在该领域的发展
和应用。更何况，
‘ 人在家中坐，
购尽全球好物’的网购模式，本身
就是依托科技来实现的。”
“双 11”购物节将至，电商巨
头们已经摩拳擦掌，准备争抢消
费者。从“单身狗”的咆哮到“剁
手党”的狂欢，近 10 年来，
“双 11”
由“光棍节”变成网络购物节，算
得上是一场史诗级的消费营销。

重庆高新区周报

依托区块链技术搭建了区块链防
伪追溯平台；通过语音识别，高效
处理用户反馈，确保问题商品不
在平台二次销售；将智能导购、AR/
VR 试衣、智能购物车、刷脸支付等
应用到合作品牌的线下门店。甚
至于，对于解决“双 11”之后望眼
欲穿苦等包裹的物流痛点，技术
也有加持，通过智能科技提效、供
应链服务全球化，使物流配送方
式更智能、配送效率更高效。但
究竟效果如何，
还有待市场检验。
从线上线下一体化，到新奇
的“沉浸式”体验、越发安全便捷
的移动支付，
“ 双 11”花 哨 的 玩
法、纷乱的营销手段都不过是表

关负责人表示，
一直以来，
区科委
积极开展专利的提质增量工作，
并依托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
创建，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的宣
传保护力度。今年 7 月，九龙坡
区还被确定为首批专利信息服务
试点区县之一，并成立国家知识
产权信息服务（重庆）中心九龙坡
（重庆高新区）分中心，
“依托知识
产权示范城市的成功创建和分中
心的服务优势，直接面对企业进
行专利申请全方位服务和指导。”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一系列的服
务也让企业十分受益。

作者/何晓宇（科技日报评论员）
象，技术才是其内核。依托技术
打造多元化的消费场景为消费者
服务，新的消费场景中出现的槽
点和痛点，又倒逼技术不断加码
升级，这样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
电商服务的正确打开方式。作为
各大电商平台最重要擂台之一的
“双 11”，自然也不例外。而在消
费升级的大背景下，想要满足消
费者高质量的消费诉求，为其提
供优质的服务，技术的加持也将
成为电商平台在乱战中突围的关
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