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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清华校友三创大赛
全球总决赛在渝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周双双）4 月
18-19 日，第四届清华校友三创
大赛全球总决赛(TMT/AI/大数
据)暨大数据智能化高峰论坛在
渝州宾馆举行。为期两天的时
间，大数据人工智能行业专家、领
投机构代表和参赛团队 400 余人
见证了 TMT/AI/大数据创业项
目终极对决，共商我市大数据智
能化产业发展，共谋大数据智能
化产业未来。
副市长屈谦，清华大学副校
长薛其坤出席活动。
屈谦表示，基于我市对大数
据智能化发展应用的高度重视，
此次论坛和大赛在重庆举办，必
将对我市大数据智能化发展起到
推动作用，必将推动重庆与清华
大学在产业、科技、人才领域开展
新一轮的全面合作，实现发展共
赢。我市将抓住此次机遇迅速行
动，引进本次大赛的参赛企业和
团队，并为清华大学及其校内企
业团队和人才提供优质服务和发
展空间。
论坛中，清华大学软件学院
院长王建民，清华大学继续教育
学院副院长李越分别发表了“智
能制造”和“智能科技人才培养”
的主题演讲，参加论坛的专家围
绕“工业大数据和工业互联网”
“AI 大数据实践”主题展开深入
研讨，并就如何深入应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最新科技推动智能重
庆、智慧重庆建设献计献策。
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黄
其刚参加活动。

创新探索
参赛项目落地新机制
清华校友三创大赛（创意创

两位大咖开启思想盛宴
韦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

本报讯 （记者 廖婉廷）为
增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提
升其管理及运用水平，4 月 25
日将针对辖区企业相关负责人、
研发人员及知识产权管理人员
举办 2019 年重庆高新区知识产
权宣传周专利运营主题培训会。
此次培训会将邀请知识产

本报讯 （记者 周双双）4
月 23 日，记者在位于二郎街道
的腾讯双创社区先导启动区现
场，看到工人正在平地，整个内
部结构已经成型，
施工人员告诉
记者，目前工程量已完成 60%，
预计 6 月底开园。
记者了解到，
先导启动区面
积 约 为 2000 平 方 米 ，可 容 纳
220 个工位。腾讯双创社区工
作人员谢晶晶告诉记者，
先导启
动区提供的不仅是物理的办公
空间，
更是价值观趋同者的社群
聚合平台，
通过举办各类主题沙
龙、论坛、私董会等活动，
启动区
将形成不同圈层的社群组织，
构
建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的共享
互助微生态。
“ 先导启动区在空

清华校友三创大赛现场 记者 王茂松 摄
新创业），是由清华校友总会主办
的全方位、多层次、无间歇地支持
校友和学生创新创业的大型系列
活动。本届清华校友三创大赛全
球总决赛共有来自全球的 102 支
清华校友创业团队参与角逐，比
赛地点设在重庆高新区，参赛项
目分为成长组、天使组、创意种子
组分别呈现。
据了解，重庆市招商投资局
会同市科技局、重庆高新区等有
关方面积极争取赛事落户重庆，
同时创新探索参赛项目高效转化
落地新机制，首创实践了“赛前对
接、赛中深化、赛后落地”的新模
式。在对参赛项目提前细分和对
接安排的基础上，组织近 10 个区
县和平台，针对性地推介重庆当
地产业发展优势、良好“三创”生

态和营商环境，分头对接了参赛
的 100 余个项目，其中直接落地
项目近 10 个、达成意向性项目 36
个，
有效转化率超过 45%。

助力重庆高新区
大数据智能化发展
为助力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发
展创新服务，推动清华校友创业
项目与产业对接，4 月 18 日，清华
校友三创专家重庆行之大数据智
能化专家座谈会举行。
“ 创新服
务”座谈会上，重庆高新区等重点
区县的代表介绍了所在区县的大
数据智能化产业发展现状，与会
专家就重庆大数据智能化产业发
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解
答，
并对产业未来发展献计献策。
而为给清华校友提供更多对

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
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
有广泛研究兴趣。他从中美贸易
战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当下格局、
中国经济增速短期在企稳？中国
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短期中国
经济的金融风险等方面对当前中
国经济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资治通鉴》里没有一个王
朝超过 500 年，但传承超过 500
年的家族有没有？颜氏家族就是
一个。”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访
问学者、百家讲坛主讲人，现任复
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姜鹏，为大

家讲述了颜之推家族的传家理念
及其家族传承本质：自立、自勉、
自强。
今年将开设 6 场大课

“吴晓波·大头思想食堂”是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创立的杭州
巴九灵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打造的
面向全国新中产阶级的知识付费
项目，通过整合全国各领域一流
思想家资源，搭建成为全国知名
的知识付费平台。目前已在广
州、上海、青岛等地设立城市站，
围绕落地城市定制课程服务，包

接的平台，促进重庆大数据智能
化发展创新发展，进一步推动清
华校友创业项目与地方对接，比
赛期间，参赛选手还来到重庆国
际科技企业孵化园、启迪科技园
参观考察，并就项目合作、产业落
地等与重庆高新区座谈交流。经
过实地查看，与重庆高新区相关
部门负责人、园区负责人、园区企
业代表座谈后，不少参赛选手表
示，重庆高新区为创新创业者提
供了良好的创业平台、丰富的创
新政策、优质的创新服务、浓厚
的创新氛围，非常适合创新创业，
其中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渝新劵、
种子基金等试点举措，能够很好
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融资、
技术提
升等难题，他们将根据自身企业
实际，
考虑来渝布局发展。

括知名专家学者授课、思想秀学
院分享、城市文化线路游学活动。
今 年“ 吴 晓 波·大 头 思 想 食
堂”为何会来到重庆？记者了解
到，去年，巴九灵在重庆高新区注
册成立子公司，落户重庆新媒体
产业园，随之落地的还有“吴晓
波·大头思想食堂”重庆站。该公
司在重庆高新区的落户，致力于
开发西南区域思想文化传播市
场 ，打 造 西 部 重 要 思 想 教 育 平
台。预计今年，重庆站将开设 6
场大课。

和提升机会。中国高速增长的多
层次需求市场也为国产品牌汽车
减少了竞争压力，
当需求不再高速
增长，
竞争压力加大后国产汽车的
问题就会出现，
今年一季度海马亏
损巨大，长安销量跌幅第一。
传统汽车的这些问题在新能
源汽车领域继续传承。新能源汽
车一度被认为是中国弯道超车的
机会，但是，目前看企业依然热衷
于在非核心技术领域装酷吸引消
费者，甚至出现大量 PPT 造车现
象。之所以重复低水平竞争的格
局，主要是消费端国家补贴，传统
汽车产能过剩严重提供代工优
势，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大力扶
持，新兴事物可以用概念吸引非
理性需求，以及过剩资本的投资
热等等。应当说，中国新能源汽

车 很 热 闹 ，但 依 旧 缺 乏 技 术 竞
争力。
中国汽车企业竞争力弱主要
原因是整个行业没有脱离计划经
济思维的管理方式。与电子行业
高度民营化不同，汽车行业以国
企为主，实行准入审批，有关税保
护，更为关键的是地方保护主义
比较突出。这一系列的管理方式
与持续补贴，令汽车企业很难淘
汰。但是，在行业管理上，没有在
环保、节能、安全与高新技术含量
等方面设置更高的标准，因为标
准抬升会有一批企业不合格。
在销售端，从最近一个时期
关于汽车售后维权的潮流可以看
出对汽车业的保护。在 2013 年 1
月中国颁布《家用汽车产品修理、
更换、退货责任规定》
（即汽车三

包规定）之前，汽车行业不受三包
约束。即使公布三包规定之后，
退货也几乎不可能，即使刚拿到
手的车出现严重质量问题。目
前，各地出现了一些维权事件，但
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出有效解决的
方案。
与此同时，政府曾实施过两
次大规模的汽车消费刺激政策，
分 别 在 2009 年 与 2015 年 启 动 。
这些包含补贴和减税在内的一系
列刺激行动提前透支了需求，从
长期看，并没有改善国内企业的
状况，并导致市场需求波动，冲击
企业的生产运行。
地方保护主义以及缺乏消费
者保护的市场倒逼机制，
中国汽车
行业长期被呵护和娇惯，
持续低水
平竞争，
并将这些问题带入到新能

间设计上，
以独立小户型办公空
间为基础，共享空间配套，既尊
重每一个个体的独立舒适需求，
又兼顾团队互动交流的属性。”
招商方面，
目前先导启动区
已经签约 6 家企业入驻，涵盖了
互联网、医疗科技、新媒体推广
等领域，
先导启动区是整个双创
社区最先开园的部分，
也是为了
整个项目营造更好的创新创业
氛围。
除了先导启动区，
腾讯双创
社区位于华岩镇的一期工程即
将完成外立面工程，将在 10 月
开园，
二期创业街区已经在打地
基。整个双创社区完全建成后，
将更好推动区域创新发展。

重大产研院
参加汽车轻量化与高性能材料技术论坛
本报讯 （记者 范坤民）4
月 21 日 ，重 大 产 研 院 参 加
“2019 汽车轻量化与高性能材
料技术论坛”，与全国各地专家
学者围绕“汽车轻量化结构设
计、高强汽车钢、铝合金、镁合
金、复合材料等各种轻量化材料
的生产、成形与连接技术”等热
点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
据了解，
该论坛以
“新材料、
新工艺、新技术”
为主题，
目的是
深化汽车行业对轻量化技术和
发展方向的理解和认识、加快推
进高性能轻量化材料研发和汽

车轻量化技术应用，
促进科研机
构、材料供应商、零部件厂商和
汽车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当天下午，论坛以“汽车轻
量化结构技术、轻量化材料、轻
量化技术应用”3 个主题展开分
会场交流，
与会专家各抒己见。
此次论坛吸引了重庆和国内汽
车整车及零部件企业、科研院所
和高校等 40 余家汽车行业的专
家和学者约 250 余人参加，是推
动重庆汽车行业企业和科研院
所产学研用合作的一次盛会。

休刊启事
因五一节放假，原定于 5 月 2 日出版的《重庆高新区周报》
休刊一期。
本报编辑部

强化竞争政策在汽车行业的基础性地位
自去年中国汽车产销量 28 年
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之后，今年第
一季度下跌幅度继续扩大，达到
10.5%，
自主品牌整体销量下降高达
15.7%。不仅市场需求在放缓，
中国
汽车行业正面临全方位的挑战。
长期以来，中国汽车市场有
着较高关税，国内厂商大多数是
国有企业，全国汽车行业的企业
数量接近 1.5 万家，有近一百多家
政府审批的汽车厂，在低端领域
重复建设和竞争，与电子行业相
比，国际竞争力较弱。高关税给
国产中低端车留下较大的定价和
利润空间。
一直以来，大部分国产品牌
将主要资源投入到车型、内饰、配
置等表面功夫上，这让国内企业
错失了在核心技术等方面的投入

权行业资深专家，
就知识产权相
关政策、企业专利范畴、企业专
利布局方式及企业专利运营途
径、高价值专利培育与知识产权
运营典型案例等进行解析。
培训会还将安排互动交流
及答疑环节，
让参训人员进一步
了解知识产权相关问题。

腾讯双创社区先导启动区
已完成工程量 60% 6 月底开园

“吴晓波·大头思想食堂”重庆站开课
本报讯 （记者 廖婉廷）当中
美贸易战进入新阶段，中国经济
发展会有怎样新趋势？一个家族
传承 500 年，靠的是什么？4 月
21 日，
“吴晓波·大头思想食堂”携
手韦森和姜鹏两位教授，为大家
带来大头思想食堂重庆站首发的
两场大课——《中美贸易战与经
济走向》
《一个家族如何传承 500
年》，吸 引 了 近 300 名 听 众 到 场
聆听。

重庆高新区
举行知识产权专利运营主题培训会

源汽车。造成资源大规模浪费，
核心技术长期缺乏，我们不仅在
整车领域落后，即使关键零部件
都要严重依赖外资企业和进口。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正在加
大汽车行业的开放力度，通过开
放倒逼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
促进行业进步。首先，中国降低
了进口汽车关税，高端汽车陆续
降价给国产企业在需求减少的困
境中带来更大价格压力；其次，中
国政府宣布 2018 年取消专用车、
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2020
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
2022 年 取 消 乘 用 车 外 资 股 比 限
制，同时取消合资企业不超过两
家的限制。
一旦外资企业可以独立生
产，就可以利用其技术、品牌以及

作者/贰什壹
规模优势，通过“降维”方式对国
产汽车展开全面竞争。因此，留
给中国企业的时间不多了。我们
必须从现在开始改变汽车行业的
管理方式，
强化竞争政策在汽车行
业的基础性地位，避免过多的保
护，
实现市场化的兼并重组。刺激
消费对拯救中国企业提高竞争力
的意义不如以往了，反而还可能
会拖延落后产能出清的时间。
去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要求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
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正
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发展更多优
质企业。中国汽车行业需要更多
优质企业，保护落后企业的结果
就是无法促进正向激励，也就无
法完成会议所要求“推动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
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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