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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覆盖近100个国家 这家企业有啥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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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低碳 哪些领域将重点发力？ 国内首个汽车跨境数据传输
检测系统研发完成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实习生 程直

广告

近年来，重庆市通过聚集科技创新人
才，培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加速科研成
果转移转化,把科技创新作为源动力，打
造经济高速发展新引擎。

“十三五”时期，全市创新产业加速发
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工
业增长贡献率分别达到37.9%和 55.7%，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8.6%；创新主体加
快集聚，科技型企业达到26371家、高新
技术企业达到4222家，高新技术企业增
长 3.5 倍，引进国内外知名创新机构 88
家，建成国家科技创新基地64个，研发人
员增长64.4%。

一批高科技、独角兽企业在重庆落地
生根，为经济腾飞插上科技创新翅膀。
近期，记者走近重庆高科技企业，寻找下
一个独角兽。

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这样的大环境
下，一家重庆企业快速核酸检测解决方
案以及全自动微生物质谱检测系统备受
关注。

大渡口区建桥工业园，中元汇吉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正在实验室
紧张地为核酸提取、检测试剂产品装箱
外运。

中 元 汇 吉 研 发 出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2019-nCoV）核酸检测试剂盒及配套的
核酸提取试剂，可以1小时出结果，助推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筛查工作。
“我们研发的核酸提取试剂盒采用全

自动化的核酸提取方法——磁珠法，具有
独特的裂解技术和磁珠快速吸附核酸的
能力，4分钟即可获得高质量的DNA和
RNA。整个提取过程仅需一次洗涤，大幅
度加快了提取速度，同时减少核酸的丢
失，提高核酸得率。通过配套全自动核酸
提取仪和全自动核酸提取纯化平台，不同
联机方案，可实现工作8小时、满足上万人
份筛查。”中元汇吉相关负责人介绍。

微生物的多样性对人类的健康构成

极大的威胁，滥用抗生素导致的细菌耐
药性问题日趋严峻，快速、准确鉴定微生
物成为临床、环境和工业领域的迫切需
要。为此，中元汇吉研发了一款全自动
微生物质谱检测系统。质谱技术为临床
微生物实验室提供了快速而准确鉴定细
菌、真菌等的方法，其中临床标本的直接
鉴定（如痰液、血培养标本的直接鉴定）
也成为未来新的研究方向。

“这是一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离子源-飞行时间质
谱仪(MALDI-T OFMS)，可同时鉴定

细菌及真菌。”该负责人介绍，相对于传
统方法，具有更加快速准确、通量高、操
作简单、成本低廉的优势。

中元汇吉是重庆医疗器械领域的龙
头企业、重庆制造企业100强，专业从事
体外诊断试剂及仪器研发、生产、销售、
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
业务涵盖生化、免疫、分子、POCT、临检、
微生物及病理等诊断产品以及上游原
料。目前，中元汇吉全球员工3200余人，
其中研发人员占比超过 30%，研发人员
中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近50%。在
中国境内31个省、市、自治区设立79个
服务团队，产品已覆盖全球近 100 个国
家，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应用于全球13000
余家医院。

“未来，中元汇吉深度聚焦体外诊断
前沿技术，将研发作为推动企业持续发展
的核心驱动力，希望前沿技术为我们的生
活带来更多新的改变。”该负责人表示。

重庆市一直高度重视大健康产业发
展，先后出台了《“健康重庆2030”规划》
《健康中国重庆行动实施方案》《关于加
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重庆
市促进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2020—2025年)》等系列文件，大力提升
重庆市医疗、制药、保健、医用生物制品
等各健康产业的竞争力，打造健康产业
品牌，促进健康产业发展，推动大健康产
业成为全市重要支柱产业。

工业是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
主要领域，工业绿色低碳改造，是做好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关键。工信部部署
实施了工业低碳行动和绿色制造工程，
目前进展如何？工业低碳将在哪些领域
重点发力？

在 13 日国新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说，在通过优化产
业结构实现节能减排，初步建立起落后
产能退出长效机制的同时，工信部大力
推动工业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和清
洁生产，通过绿色制造提高资源能源利
用率。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
底，共打造2121家绿色工厂，171家绿色
工业园区，189家绿色供应链企业。目前
已探索形成一批具有地方、行业特色的
绿色制造和节能转型模式。

对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改造，浪潮智
能工厂集成了2000多个传感器、300多
套智能设备，智能化生产降低了废料的
产生；运用清水混凝土材料与环保施工
工艺，舍去涂料与装饰，中建三局北京公
司承建的崇礼冰雪博物馆项目减少大量
的建筑垃圾……这些都是绿色工艺技术
和绿色制造的体现。

“在联想合肥联宝工厂，我们通过人
工智能对排产进行优化，每年减少大量
的二氧化碳排放。通过采用低温锡膏制
造工艺，既能减少电力需求，也能提高生
产质量。”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童夫尧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联想将绿色计算、绿色
制造工艺和技术应用推广，助力产业链
合作伙伴原材料成本优化。

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也为节能减排提
供支撑。新能源汽车就是其中的重点。

工信部总工程师田玉龙说，我国持
续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发展，建立了上
下游贯通的完整产业体系，突破了电池、
电机、电控等关键技术。其中，动力电池
技术处于全球领先水平。

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超
12万家数据中心相关企业。5年来，数
据中心相关企业数量逐年增长。依靠电
力驱动，数据中心在成为数字经济重要
基础的同时，已经成为主要的碳排放源
之一，推动“绿色计算”是当务之急。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工信部正加快
布局绿色智能的数据与计算设施，明确提
出，用3年时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技术
先进、绿色低碳、算力规模与数字经济增
长相适应的新型数据中心发展格局。

“我们将统筹考虑排放总量、排放强
度和产业结构，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
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大力推动
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肖亚庆表示，工信
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工业领域碳
达峰实施方案，以及有色金属、建材和钢
铁、石化等重点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加
快重点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大重点行
业绿色低碳技术改造力度，加大绿色低
碳产品供给。

此外，工信部还将开展重大工程示
范，遴选推广一批重大工业低碳技术，推
动数字赋能各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据新华社

9月 13日至 14日，重庆市北碚区人
民法院在淘宝司法拍卖平台，对位于重庆
市北部新区经开园留云路1号 518幢房
屋进行公开拍卖，起拍价 946.274 万元，
建面每平方米折合约1.92万元。

10位买家报名，经过315次出价，最
终以 1549.474 万元拍出，较起拍价高出
63%，折合建面每平方米3.16万元。

据悉，该房屋为重庆保利高尔夫独栋
别墅，1549.474 万元的价格也刷新了重
庆保利高尔夫别墅司法拍卖成交纪录，拍
卖原因系业主房企老板偿债。

起拍价较评估价打7折

本次拍卖的重庆市北部新区经开园
留云路1号518幢房屋，房产证号为115房
地证2013字，建筑面积489.79平方米，为
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类型出让，土地

使用权终止日期2054年1月18日，系保利
国际高尔夫花园独栋别墅，现空置。

房屋位于端头地段，室内清水，无电
梯，自带车库。

标的从2020年1月至2021年7月欠物
管费39425.76元，物管费4.5元／平方米。

评 估 价 为 1351.82 万 元 ，起 拍 价
946.274万元，较评估价打7折，按照建面
每平方米折合约1.92万元，保证金95万
元，加价幅度1000元。

资料显示，该别墅所在保利国际高尔
夫花园小区于2005~2006年建成，总占地
面积230万平方米，其中高尔夫球场用地
151万平方米，房地产用地80万平方米。
物业公司为保利广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拍卖标的物所在区域属北部新区经
开园金山片区，紧邻汽博中心及两江新区
管委会。

建面折合每平方米3.16万元

本次拍卖从 9 月 13 日上午 10 点开

始，有10位买家各自缴纳了95万元保证
金入场，起拍价946.274万元。

经过315次出价，其中252次延时，9
月14日中午12点04分，最终“G7490”名
为颜某的自然人以 1549.474 万元拿下，
较起拍价高出63.74%，成交价建面折合
每平方米3.16万元。

此次拍卖为自然人李某申请执行薛
某、陶某、重庆某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2021年 1月 29日，应申
请人申请，北碚区人民法院查封了被执行
人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经开园留云路1
号518幢房屋一处。

2021年5月28日，根据申请人申请，
法院依照规定，拍卖被执行人位于重庆市
北部新区经开园留云路1号518幢房屋。

此前2501万元标王流标

据悉，重庆保利高尔夫别墅为阿里司
法拍卖的热门豪宅之一，成交1000万元
以上的就有5套。

此前，成交最高的为重庆经开园留云
路1号(保利国际高尔夫花园)373 幢，建
面 459.78 平方米，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
院于2017年9月17日到18日对其拍卖，
起拍价980万元，相当于评估价1224.39
万元的8折，6名买家报名，经过737次竞
价，最终成交价1400.5万元，建面成交价
相当于每平方米3.046万元。

而重庆保利高尔夫别墅标王为重庆
市北部新区经开园留云路1号681幢，今
年进行过三次拍卖，均流标。

2021年 5月 6日至5月 7日，重庆市
开州区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第一次公开拍卖，建筑面积 513.7
平方米，起拍价2501万元，按照建面每平
方米折合起拍价约 4.87 万元，无人报名
流标，2501万元也是阿里司法拍卖重庆
单套住宅价格之最。

5月 31日到 6月 1日，降价 20%，以
2000.8 万元拍卖，有 1 人缴纳保证金入
场，但未应价，流标。之后，以2000.8 万
元变卖，还是流标。

近日，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院为响应国家《汽车数据
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的要求，自主
研发了国内首个汽车跨境数据传输检测
设备，并顺利完成最后的测试工作。

目前，车联网信息安全越来越受到重
视，但由于各国在数据保护方面的法制建
设参差不齐，国际网络攻击时有发生，数
据跨境传输的安全性问题也面临前所未
有的挑战。日前，北京分院持续对几款智
能网联汽车进行了系统的数据跨境回传
检测，出具了相关专业的检测报告。

315次出价 重庆一别墅拍出1549万元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严薇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吴雨婷

技术人员操作全自动核酸提取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