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0月
9日，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重庆市
人工智能学会主办的2018大数据智
能化发展高峰论坛会议在重庆邮电
大学举行。会上，市经信委相关负责
人透露，预计2020年重庆市智能产
业产值可达7500亿元，基本建成国
家重要的智能产业基地和全国一流
的大数据智能化应用示范之城。

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
的数字革命正深刻改变着社会经济
形态和生活方式，重构经济发展新

图景。
“目前，我市在智能产业、网化融

合、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平台等方面都
具有良好的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
景。”该负责人表示，去年重庆市智能
产业产值达 5407 亿元，同比增长
27.5%，预计2020年智能产业产值
可达 7500 亿元，年均增长 50%左
右；在智能化运用方面，重庆市是全
国首批实现行政村光纤和4G全覆
盖的省市，信息化发展指数处于全国
第12位，西部第2位。

今年3月，重庆市印发了《重庆
市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
我市大数据智能化创新驱动引领发
展作用将显著提升，智能产业体系基
本建成，大数据智能化应用更加广泛
深入，基本建成国家重要的智能产业
基地和全国一流的大数据智能化应
用示范之城，打造数字经济先行示范
区。此外，预计到2020年，重庆市将
建设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和工业互

联网示范基地，基本形成工业互联网
生态。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重庆市
将完善人工智能产业链条，推动“产
学研用”的深度结合，构建完善的“基
础层-技术层-应用层”人工智能产业
链条；重点培育大数据与智能计算、
智能物流网络等技术创新平台，建立
集技术研发、示范应用、知识产权等
功能为一体的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构
建人工智能研发、转化、孵化平台体
系，打造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高地。

2020年重庆智能产业产值可达7500亿元

未来机器人在社会中有着怎样
的地位？机器人能不能像人一样有
情感？如何让机器人有情感？10月
9日，在重庆邮电大学举办的2018
大数据智能化发展高峰论坛会议上，
日本工程院院士、日本国立德岛大学
教授任福继受邀作了题为《大数据驱
动的机器人智能进化》的报告，对如
何运用大数据为机器人注入情感模
块做了交流报告。

以下为任福继的报告摘录：

未来人类将会长期处
于智业社会

以前，人们常说，机器人靠固定
的规则、计算速度等取胜。但今年6
月，IBM最新推出的一款辩论者机器
人在旧金山战胜了人类顶尖辩手。
人工智能背后有云计算、大数据、脑
认知等强大的技术支撑，因此它将不
以人类意志为转移地突飞猛进，进而
具备超强的核爆力。

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这
样分层次：几百万年前，人类以打猎
为生，是狩业社会；上万年前，可以种
庄稼了，是农业社会；几百年前，以蒸
汽机为代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到
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几十
年后会进入智业社会。

什么是智业社会？就是各行各业
将由人工智能来主导，大多数行业，也
许根本不需要人干预了。未来，我们
人类将会长期处于智业社会。

使用大数据分析赋予
机器人的情感模块

人工智能有三个层次，分别是计

算智能、感知智能、认知智能。在计
算智能中，它远超人类；在感知智能
上，机器人和人类各有千秋；而在认
知智能上，机器人远远不及人类。也
就是说，机器人的认知能力，也就是
理解能力和情感，现在还是零。

机器人的情感为什么重要？30
年前，我就在日本留学，负责工业机
器人项目。1985 年的时候，全世界
2/3 的工业机器人都在日本。那时
候，不管是政府官员、公司老板还是
大学教授，都希望把机器人引入家
庭，但很遗憾，到现在都没能如愿。

为什么？因为机器人没有情感。人
类不需要一个冷冰冰的机器作伴。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想怎么进行机
器人的情感研究。

今年2月，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
据显示，60 岁以上的人口超 2.4 亿，
占到总人口的 17.3%。老龄化越来
越严重。目前已研发出在老人院用
的一款陪护型机器人，当你开始抚摸
它，它会慢慢有温度，还可以和你聊
天。这，就是一种情感。

怎样让机器人有情感呢？上世
纪九十年代，就有教授提出为机器人

提供“情感计算”的概念，通过脑科学
认识人的脑活动、情感机制，然后把
它覆盖到机器人上。但这远远不够，
我们还可以通过语言、语音、面部表
情以及生理信息指标，甚至你的博客
或微信，用大数据提炼“情感语料
库”。现在，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
大学、东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300 多
所学校在用我们的情感语料库。

目前我们已经使用大数据分析
赋予机器人的情感模块，制作出一个
机器人“任福继”。“他”可以有跟我相
似的表情、情绪、情感，代替我在某些
地方进行工作。

未来20年赋予机器人情商

机器人怎样走进千家万户？必
须要进行机器人革命。

我们最早提出情感机器人的时
候，有人说这是天方夜谭。但用户希
望机器人是一个暖暖的“大白”，而不
是一个笨笨的小猪。与人共融是下
一代机器人的本质特征，智能和情感
密不可分。

到 2049 年前后，机器人的智商
也许会全面超过人类。但如果不进
行技术上大的突破、飞跃，机器人的
情商可能还不及学童。

“天若有情天亦老”，未来20年，
我们会在这个方向上进行突破。未
来，或许每个人生下来就可以有一个
ID，这个ID由机器人给你管理，提供
你最完整的情感信息，我们最好的家
庭护理、医生可能是情感机器人。

（记者 李星婷 整理）

距离暖暖的“大白”机器人时代有多远？
——日本工程院院士任福继来渝解析如何赋予机器人情感 本报讯 （记者 杨艺）10月

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阿里健康获
悉，该公司将携手合创新业（重庆）
硅谷国际孵化器（简称合创新业），
在渝打造智慧医疗大数据加速
器。该加速器将通过互联网医院、
疫苗服务平台、“医知鹿”医学智
库、健康指数等产品，让入驻企业
更加便利地为市民提供包括在线
健康咨询、疾病预防服务、医学知
识查询、个性化健康管理等创新健
康管理服务。

智慧医疗大数据加速器将集
合阿里巴巴集团在电子商务、互联
网金融、大数据和云计算领域的优
势，以及合创新业行业领先的园区
运营和孵化加速实战经验，促进重
庆智慧医疗发展。

合创新业董事长、创始合伙人
殷斌介绍，目前在智慧医疗方面，
合创新业在北京、重庆、呼和浩特、
青岛、徐州、苏州、扬州、南京、成都
等地都有在孵的智慧医疗项目，涵
盖医疗器械、数据平台、虚拟现实

培训、康复、妇幼等领域的智能化。
在重庆，合创新业已孵化出

“重庆医生联盟”等智慧医疗项
目。该项目利用优质医疗资源进
行体系化服务，已推出“名医工作
室”“儿科工作室”、智慧二郎医院、
专业医疗团队整体输出、医生经纪
人、私人医生定制等一系列提升医
企品牌影响力及盈利能力的智慧
医疗模式。

“在重庆，像医盟一样的新型
智慧医疗企业正如雨后春笋一般
发展，他们将医疗行业与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有机
结合起来，带来了医疗健康信息化
与智慧医院建设的实践经验。”殷
斌认为，重庆优越的区位和产业战
略，促成了合创新业与阿里健康共
同打造智慧医疗大数据加速器的
计划实施。而阿里健康和合创新
业强强联合，打造以医疗大数据作
为重点方向和核心板块的加速器，
势必将助力重庆智慧医疗事业的
加速发展。

阿里健康牵手合创新业

在渝打造智慧医疗大数据加速器
相关新闻

本报讯 （记者 杨艺）10月
9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重庆市
卫计委将联合阿里健康推出重庆
电子病历辅助诊疗平台，这也是全
国首个电子病历辅助诊疗平台。
该平台有望解决困扰基层诊疗的
一系列问题，提高诊疗效率。

阿里健康相关人士介绍，重庆
电子病历辅助诊疗平台主要利用
医疗大数据技术，集成以患者为中
心的病历相关信息，实现数据整
合。平台通过电子病历结构化的
方法，结合搜索技术，实现通过疾

病、症状、药物、手术、检查、检验等
关键词组合条件快速检索病历。

同时，平台还能通过对海量病
历数据中的临床案例信息对比分析，
对同病症病历信息进行信息提取，提
供病历相关的疾病、症状、药物、手
术、检查、检验的关系概率，为临床医
生提供信息参考和方案建议。

据透露，该平台已正式部署在
卫计委数据中心，目前正与医院
HIS系统（医院信息系统）和基层
信息系统对接，预计今明两年将逐
步在全市医疗机构和基层应用。

重庆将推出电子病历辅助诊疗平台
预计今明两年逐步在全市医疗机构和基层应用

本报讯 （记者 夏元）2019
年重庆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启
动申报了。10月9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市经信委获悉，此次申报项目
作为重庆市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
申报的候选项目，将对入选项目按
季度进行进展跟踪、专家指导，并择
优推荐申报国家项目试点示范。

此次申报截止时间为10月26

日。申报条件包括：项目建设主体
在重庆市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为2017年 1月1日之后启
动建设，建设地点在重庆市内，项
目投资在500万元以上，包含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运维、软硬件等投入
费用，其中2018年制造业与互联
网融合项目库入选项目和已获市
级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再申报。

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启动申报
推动渝企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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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9日上午，在铜梁高新区
庆兰实业有限公司车间，引进的智
能化自动冲压流水线正在高效作
业，生产效率比原来提高了 5 倍。
这是铜梁为企业的创新发展营创造
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破解企业发展
难题的缩影。

去年以来，铜梁区开展民营企业
“大走访”，全面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
情况，针对民营企业普遍反映出的融
资难、用工难、生产经营成本高等问
题打出组合拳，有效破解六大难题，
进一步激发了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和
创造力。

目前，铜梁区民营经济市场主
体占比达到98.4%。今年上半年，
全区高新技术企业增长105%、年内
将突破100家，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18.2%，工业增值税增长42%。

搭建政银企“铁三角”
破解企业融资难

铜梁高新区有近400家规上企
业，部分企业在扩规上档升级中急

需资金投入，融资难问题突出。
为化解企业发展资金瓶颈，铜

梁区建立健全政银企合作制度，探
索对银行服务企业情况进行考核，
每月定期召开三方座谈会，鼓励银
行开展新型融资方式，完善“助保
贷”、“购置贷”等业务，支持民营企
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与商业价值信
用贷款。

政银企“铁三角”的建立，畅通
了银行发放企业贷款的渠道。今年
上半年，向企业放款86亿元，协助
企业融资41亿元。同时，铜梁还研
究出台扶持企业上市政策，用好用
活创新创业种子基金，通过公益参
股、免息信用贷款、债转股等方式对
小微企业进行帮扶。

政府当“红娘”
破解企业用工难

“工难招，人难留。”不少企业道
出发展痛点。为帮助企业解决“用
工难”，铜梁与部门、镇街联手行动，
利用春节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之机，

开展“把老乡留在老家”各类招聘活
动 60场次，为企业选聘普工 5200
余名。

铜梁区还依托区、镇街、村（社
区）三级人力资源平台，做实党员

“冬训”、车站归途服务、政策宣讲等
活动，广泛宣传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引导老乡就地就近就业。与此同
时，开展了订单式培训，重庆传媒职
业学院、区职业教育中心等9所院
校结成职业教育联盟，为企业输送
产业技术工人2200余名。

端出“减负菜单”
降低企业成本

前不久，铜梁区制定出台《关于
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十条意见》，为
企业带来利好，引起企业强烈反响。

这份“减负菜单”围绕重点产业
规划建设西部生态农产品交易中心
等6个专业市场；新建高新区物流
园，搭建企业联运公共信息服务平
台，200余家企业间运力资源实现
共享……从用地成本、物流成本等

方面为企业降成本。
此外，铜梁区还降低企业制度

性交易成本。深化行政审批流程再
造集成创新，建立“互联网+单一窗
口”，实现“一窗通办、一网通联、三
级联动、限时办结”，将55个环节优
化到21个，工业项目审批从267天
压减到20天，减少了企业的跑路成
本，提高了沟通和办事效率。

当好“店小二”
助企业拓市场畅销路

在铜梁高新区，部分企业受各
种因素影响，导致出现产品积压库
存高、订单少的问题。为促使企业

“轻装上阵”，铜梁区多措并举帮助
企业去库存、畅销路。

“去年以来，铜梁乐当服务企业
的‘店小二’，成立专业团队，帮助企
业抓宣传、找订单、拓市场。”铜梁区
高新区负责人介绍。

铜梁创建起本地企业产品目录
库，鼓励企业间组建产业联盟；发挥
工商联、商会、行业协会作用，支持

企业参加国内外大型展览展销会；
建立企业产销对接电子信息平台；
积极发展电子商务。今年以来线上
交易超过6.5亿元，民营企业订单量
比去年同期增长14%。

构建创新产业生态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创新是产业转型升级成败的决
定因素，铜梁区如何破题解决？

“我们针对部分民营企业存在
的‘小散乱’、缺乏产业规划等问题，
着力补齐创新短板，构建产业生态，
促使实现抱团发展。”铜梁区经信委
负责人说。

对此，铜梁区着力补齐产业链
条，围绕汽车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
等六大产业集群，大力开展补链招
商、集群招商、以商招商；着力提高
创新能力，加强与北京科技大学、重
庆大学等高校合作；着力培育产业
生态，围绕重点产业、关键环节，延
伸产业链条，构建产业生态，形成上
下衔接、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圈。

今年上半年，重点产业实现产值占
规上企业产值的76.7%。

制定处罚报备制度
规范处罚程序

为营造优良的经济发展环境，
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保障企业的正
常生产经营秩序，铜梁区探索实施
涉企处罚报备制度。

铜梁区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说，铜
梁在严守环保底线、安全红线的前提
下，坚决防止环保、安全等涉企执法

“一刀切”，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铜梁区还妥善处理事前服务与

事后处罚的关系，把环保问题整改
与法律法规宣讲结合，“一对一”上
门与问题企业开展沟通谈话，变事
后处罚为事前服务。妥善处理严格
执法与规范执法的关系，凡对辖区
内企业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1万元
及以上罚款等处理决定的案件，均
需区政府法制办核查把关，坚决杜
绝乱检查、乱罚款、乱收费等行为。

刘玉珮 蓝倩 斐文

“组合拳”打破六大难题 促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北碚区支公司童家溪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黄晓蕾
机构编码：000005500109005
机构住所：重庆市北碚区童家溪镇同兴北路18号附9号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0700 联系电话：023-68207312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 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

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授权，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
理赔。

发证日期：2018年08月24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北碚区支公司东阳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冯康
机构编码：000005500109001
机构住所：重庆市北碚区东阳街道向阳路149号附2号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0700 联系电话：023-68207312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

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授权，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18年08月24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江北区支公司石马河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潘一鸣
机构编码：000005500105001
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盘溪路422号3幢10-25、10-26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0021 联系电话：023-88162803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

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分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可以从事部分险种
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18年08月24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九龙坡区支公司西彭第二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明悦
机构编码：000005500107005
机构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铝城南路1号1幢2-38、2-39号
成立日期：2004年09月06日
邮政编码：401326 联系电话：023-66210163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

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发证日期：2018年08月24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黔江区支公司正阳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李应举
机构编码：000005500114013
机构住所：重庆市黔江区正阳街道正阳大道碧桂园78幢1-22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9000 联系电话：023-79226939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

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发证日期：2018年08月24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渝北区支公司天宫殿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张艳娇
机构编码：000005500112017
机构住所：重庆市渝北区东湖南路40号3幢11-1、11-2、11-6
成立日期：2009年09月29日
邮政编码：401120 联系电话：023-67410190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

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
发证日期：2018年08月24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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