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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从科技孵化自中国科学
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集
团总部设在重庆两江新区，全国
拥有重庆、广州、上海、苏州、成
都5个研发中心，是重庆本土孵
化培育的人工智能“头雁”企业。

成立以来，云从科技先后拿
到10次国际人工智能感知识别
领域冠军，打破4项世界纪录，获
得 158 次 POC 冠军。在国内首
发“3D结构光人脸识别技术”，打
破苹果等外企技术垄断。在国
际突破跨镜追踪（ReID）商业应
用技术，一次性刷新3项世界纪
录并保持至今。推出全新Pyra-
midal-FSMN语音识别模型，超
过微软、IBM、阿里、百度、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等企业及高校，大
幅刷新语音识别世界纪录。

云从科技副总经理郑伟表
示，云从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
绩，是因为打通了海量数据。云
从科技借助在国家部委、大型央
企、行业头部企业等搭建的国家

平台、行业平台、核心平台，依托
关键核心技术优势打通数据通
路，实现大数据的智能化运用。
此外，云从科技牢牢掌握核心技
术，全面布局人工智能“自主核
心技术护城河”，包含人脸识别、
语音识别、文字识别等智能感知
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知识图谱、
人物画像等认知决策技术，并多
次打破世界纪录。

郑伟介绍，目前，人工智能
国家平台散落在北京、上海、重
庆、广州等国家部委、央企或其
他行业头部企业，缺乏一个集中
的物理存储场所。云从科技计
划在两江新区建设人工智能国
家平台机房，作为国家平台的集
中存储地，基于目前平台已经积
累的资源，开展产业化创新平台
建设，为重庆、西部和乃至全国
各行业提供人工智能基础资源
公共服务，进一步夯实建设成为
全国第一的人工智能基础服务
平台。

重庆藏着多少“小金人”对接科创板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侯佳

转贷应急周转资金规模扩大到20亿

全市转贷应急周转资金规模扩大到
20亿元，覆盖面扩大至符合条件的大型民
营企业，企业使用时限延长至15个工作日，
单笔使用金额提高至8000万元，收费标准
统一下调为0.02%/工作日。2019年可为
全市2000家以上企业转贷，转贷额度200
亿元，可为企业续贷节约成本6亿元左右。

加大支持小微企业票据贴现力度

重点完善全市“3+X”小微企业票据贴
现体系，引导合作银行为全市小微企业提
供全面、高效、专业的票据贴现服务，并给
予贴票企业适度利率优惠。2019年可为

全市1600家以上小微企业办理银行承兑汇
票贴现业务700亿元以上。

加快商业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试点

进一步丰富完善企业商业价值评价机
制，扩大试点区县和合作银行范围，加强
政银企合作，帮助企业实现不需要抵押质
押，也不需要担保的纯信用贷款。2019年
可帮助全市2000余家中小企业获得30亿
元以上的商业价值信用贷款。

实施差异化的担保和分险政策

引导担保机构为企业提供低费率融资
担保，对符合费率奖补条件的融资担保机
构，收取企业的费率标准越低，给予的奖补
标准越高。鼓励担保机构引入再担保增信

分险，不断扩大民营企业融资担保规模。
2019 年可为全市 1100 家以上的中小民
营企业新增费率在2.5%及以下的担保贷
款50亿元以上。

鼓励社会专业机构助力民营企业融资

按照“政府扶持中介、中介服务企业”
的方式，重点调动一批金融科技、投融资
机构等社会力量聚力企业融资服务，充
分发挥专业机构的专业资源和优势，帮
助有条件的企业通过供应链、风险投资、
私募基金等方式融资。2019 年可为全
市 4000 户以上中小企业实现融资 120
亿元左右。

3月 26日，重庆市中小企业高
质量发展推进会上发布数据，去年
我市培育认定“专精特新”企业259
家，其中进一步评选认定出盟讯电
子等“小巨人”企业 30家，云从科
技、瑜欣平瑞等“隐形冠军”企业10
家。推进会当天，一众优秀企业分
享了他们的发展历程和荣耀。这
些企业牛在哪儿？它们走的路能
够给其它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启迪？

据悉，为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
发展，下一步，我市将重点培育一
批“小巨人”、“隐形冠军”企业对接
科创板。

去年，我市共入库培育“专精
特新”企业579家，其中95%都是
民企，培育认定“专精特新”企业
259 家，并在这 259 家企业中，再
评选出了“小巨人”企业 30 家，

“隐形冠军”企业 10 家。这批企
业去年实现销售收入 430 亿元，
同比增长 28%；获得专利 5650
项，比上年增长11%。

在首批“专精特新”企业中，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称号的有 225
家，全国细分市场占有率排名第
一的企业达到34家，99%的企业
拥有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
80%的企业具备“新产品、新技
术、新业态、新模式”特色。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针对进入“专精特新”培育库的企
业，我市按专精特新、小巨人、隐

形冠军三个梯度进行培育。
在融资方面，重点支持“专精

特新”入库企业使用转贷资金，解
决过桥资金30亿元；创新开展中
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试
点工作，对“专精特新”企业、“小
巨人”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分别
给予 200 万、300 万、400 万元授
信；对在重庆股份转让中心挂专
精特新板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
励。

在智能化改造方面，去年，我
市运用工业互联网等平台实现上
线企业22万家，帮助企业降本增
效。推进203家企业开展“机器换
人”改造升级，认定76个市级示范
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示范
项目生产效率平均提升67.3%，运
营成本降低19.8%。

千亿元福利来袭
我市今年力争助万家民企融资

3月26日，重庆市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上，重庆市经信委启动全市
民营企业融资创新专项行动，力争帮助一万家以上民企融资共一千亿元以上。
具体来看，我市民企将迎来五项福利。

重庆瑜欣平瑞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初创于1995年，当时只是一
个生产点火线圈的小作坊，经过
20多年的发展，目前是一家专业
从事通用汽油机点火系统和发电
机组电子控制系统研发、生产及
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点火
器产销量占全国的 33.6%，全球
的14%，占比居全球第一。

重庆瑜欣平瑞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胡云平表示，公司保
持较高增长速度，主要得益于公
司坚持“以技领先”和“专精特新”
的发展理念，坚持在细分领域，围
绕主导产业，不断地进行产品升
级和关联新产品开发，实现企业
的高质量发展。

在创新发展方面，公司以研
发为突破，生产高品质产品赢得
高端客户，避免低水平价格竞
争。此外，通过深入分析通机行

业发展趋势，公司2010年认识到
数码发电机将取代传统发电机。
于是成立项目组启动数码发电机
核心技术——逆变器、磁电机等
电装品的研发。2010 年到 2016
年，公司在数码发电机电装品方
面投入的研发费用高达 2000 多
万元，储备了一系列的专利技
术。2016年开始，随着国际国内
数码发电机呈现爆发式增长，公
司逆变器、磁电机产品供不应求，
2018 年，逆变器实现销售收入
9800多万元，磁电机实现销售收
入 3000 余万元，同比增长均在
90%以上，这两 2 个产品占公司
销售收入的比重由 2016 年的
10%左右迅速提高到近 30%，成
为公司重要的增长点。同时通过
提供高品质的数码发电机电装
品，助推了国内通机产业的转型
升级。

重庆盟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1年，专业从事电子产
品制造服务。公司副总经理冷冶
介绍，2013年，盟讯主动探索和
开发新型智能系统，以此取代传
统人工模式。经过不断的设计、
测试，成功研发了第一套不需要
人工干预的智能检测系统，该系
统快速投入使用，提高了检测效
率和产品交检合格率。

在此过程中，公司持续推进
智能化升级。2015年，公司投入
6000万元，开展“SMT数字化车
间”建设，成功研制 ICT/FCT/
ATS机器人智能检测系统。

2016年，又投入2000万元，
开展“THT数字化车间”建设，成
功研制 MES 系统 1.0 版以及一
代智能仓储产品。

2017 年，公司再投入 3000
万元，开展“组装数字化车间”建
设，成功研制MES系统2.0版。

2018 年 ，公 司 继 续 投 入
2700万元，开展“机器人在电子
行业应用研究”工作，成功研制
二代智能仓储和电子产品贴标、
贴膜、检测、分板自动机器人自

动生产线。
据介绍，盟讯通过智能化改

造，总体运营成本降低20%，整体
生产效率提高28%，能源综合利
用率提升22%。公司通过智能化
改造实现了明显的降本、增效。

在对智能装备和软件进行
不断调试、升级，盟讯形成相关
专利30余项，实现了生产过程可
视化和全过程管理；同时也为企
业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并快速
成长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冷冶称，智能制造的试点
示范实施推动了盟讯公司的转
型升级，由原来传统的、单一的
电子产品制造商，转型为电子产
品智能制造服务商和智能制造
整体解决方案提
供商。

截止目前 ，
盟讯已在汽车电
子、智能仪表、智
能终端等领域成
功签约五个数字
化 车 间 建 设 项
目，实现销售近
亿元。

云从科技
人工智能“头雁”企业 获多项世界纪录

盟讯电子
从制造变创造 每年坚持数千万级投入

瑜欣平瑞
抓住行业趋势 从小作坊起家到全球销量第一

扶持：多梯度培育中小企业
■纵深

●云从科技10次获国际智能识别冠军，还打破苹果技术垄断
●盟讯电子每年投入数千万研发，变身智能制造服务商
●瑜欣平瑞从小作坊变高新企业，产品销量全球第一

我市培育“专精特新”企业259家，去年实现销售收入430亿，今年仍将多梯度培育中小企业

1000万重庆人都在看上游新闻APP
上游新闻报料热线电话：966966

下一步如何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市经信
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培育认定“专精特新”企
业 200户以上，“小巨人”企业 30户以上，“隐形冠
军”企业10户以上。

该负责人称，今年在培育壮大智能产业方面，
将一手抓研发创新、一手抓补链成群，着力构建

“芯屏器核网”全产业链。推动 1250 家企业智能
化改造。

同时鼓励中小企业设立研发机构，新建企业
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
心、工业和信息化重点
实验室等市级企业研发
机构120家以上。

该负责人表示，我市
还将鼓励中小企业直接
融资，重点培育一批“小
巨人”、“隐形冠军”企业
对接科创板。

未来：重点培育一批企业对接科创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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