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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嘉智慧馆到底有多智慧
■空气成像提词器能让演讲者不用一直盯着文稿，可以时刻与听众保持眼神交流
■在3400平方米的两江多功能厅，几乎听不到演讲者说话产生的回音
■每块大型立面玻璃都安装有破碎和振动探测器，它们能觉察毫米级振动和位移

□本报记者 夏元 杨骏

在智博会推动下，重庆数字经济发展已
经驶入“快车道”。

目前，重庆数字经济取得哪些成绩和亮
点？接下来将如何发展？2021智博会新闻
发布会上，副市长、市经信委主任陈金山，市
招商投资局局长周青，市委网信办副主任严
兵，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米本家，市科技局副
局长陈军，市中新项目管理局副局长彭志明，
市科协副主席龙晖回答了记者提问。

全市累计实施3485个智能化改
造项目

记者：在推进“智造重镇”“智慧名城”建
设方面，重庆取得了哪些成果？“十四五”期间
将采取哪些发展措施？

陈金山：“十三五”期间，我市实施了以大
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
计划，把它作为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
从目前来看，其成效体现在三个方面：

“芯屏器核网”产业链基本构建有了长足
发展。比如集成电路产业，全市已形成“设
计-封装-制造”完整产业链，在大数据智能
化加持下，重庆的产业基础更加坚实。

智能制造特别是工业互联网发展取得明
显成效。截至上月底，全市累计实施智能化
改造项目3485个，建成智能工厂105个，数
字化车间574个，带动企业运营成本、不良品
率、能耗等大幅下降。

智慧城市建设持续深入。比如5G基站，
目前全市已建成5.3万个，居全国前列；“渝快
办”融入了20个部门、51套系统、426个办理

事项；在全国率先实现县级以上“数字城管”
平台全覆盖。

进入“十四五”，我市仍将继续实施大数
据智能化创新发展战略，包括新建100个智
能工厂、700个数字化车间，在推动“芯屏器
核网”在更高水平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狠抓企业智能化改造和加快推动工业互联网
发展。

另外，我市还将以高品质生活为导向，持
续提升“智慧名城”建设水平，包括提高智慧政
务水平，推动智能交通、智慧城管等项目实施。

“重庆造”汽车软件成本占汽车成
本比重将达到20%

记者：结合当前汽车产业提出的“软件定
义汽车”发展理念，重庆汽车产业将采取哪些
发展措施？

周青：今年上半年，“重庆造”汽车产量达
到57万台，同比增长47%，比全国增速高出
23个百分点，单台汽车平均售价10.5万元，
同比增长近20%。其中，汽车软件成本占汽
车成本的比重为5%-8%，保持在全国行业平
均水平。

当前，“软件定义汽车”已成为行业发展
共识。汽车软件不仅涉及汽车的设计、研发、
制造等工序，还包括人工智能、智能开发、芯
片等方面，汽车软件成本占整车成本的比重
将逐渐提高。预计“十四五”末，“重庆造”汽
车软件成本占汽车成本的比重将达到20%。

目前，重庆在自动化驾驶、车路协同、
5G+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已积累先发优势，将
有效推动汽车软件开发，让“重庆造”汽车更
智能化，让驾乘人员体验更舒适，让软件在汽
车产业中得到更广泛应用。

重庆5G基站建设整体规模列全
国第6、西部第1

记者：作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

区之一，目前重庆试验区建设情况如何？
米本家：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目前

重庆5G基站建设整体规模列全国第6、西部
第1；获批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
点；获批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建成128公里
示范高速道路和近百公里示范城市道路；累
计建成公共充电桩17835个。

在数字产业发展方面，全市“芯屏器核
网”加速补链成群，今年上半年全市数字产业
增加值超过1000亿元，增速达到35.4%。

以智能化应用为重点，我市不断促进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包括建成6家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
地和28家市级产业基地，建成200个智慧农
业示范基地等。

我市还开展超大城市智慧治理，“渝快
办”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全覆盖，办件量超过
1.4亿件，累计推动44家智慧医院、350所智
慧校园、99个示范智慧旅游景区示范建设。

另外，在国内外产业合作方面，包括在中
新国际数据通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等方面，都融入了数字经济合作项目。

第一批市级人工智能重点研发项
目30项已经实施

记者：作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
展试验区之一，重庆试验区目前建设进展如
何？下一步有哪些打算？

陈军：重庆试验区目前的建设进展效果
体现在五个方面：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顺利，包括实施
了第一批市级人工智能重点研发项目30项；
设立川渝地区人工智能专项，分两批支持集
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等领域项目
19项；组织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
8项。同时，一批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创新平台创建有力起步，如引进及建立
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等高端研发平

台，获批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5G基站建

设位于全国第一梯队；工业互联网顶级节点
服务西部6个省区，接入二级节点19个，接入
企业1353家；启动国际高性能计算中心、两
江水土国际数据港等新基建项目。

创新应用示范场景建设初显成效，专题
发布并推进城市大脑、智能工厂等十大应用
场景；礼嘉智慧公园新增体验场景30个、体
验项目80个；初步建成全市健康医疗大数据
资源湖和平台基础；在永川建成西部自动驾
驶开放测试基地。

社会实验探索有序推进，组织一批企业及
科研机构形成人脸识别技术隐私保护和山地城
市道路场景自动驾驶两套社会实验方案。

接下来，我市将继续优化人工智能创新
基础支撑，加快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攻关，深化
创新成果的融合应用，推动人工智能政策法
规试验。

全市行政村光纤网络和4G信号
全覆盖，互联网通村入社率100%

记者：已经举办三届的智博会，对于重庆
智慧城市建设以及数字化惠民、便民方面带
来哪些变化？

严兵：通过举办智博会，让智能化、信息
化融入市民生活。

近年来，我市通过推动国家数字经济创
新发展试验区和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
展试验区建设，数字经济成为重庆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支点。

比如，在成渝双城数字经济圈建设方面，
两地数字合作签订共同发展协议200余项；
全市推进区块链财政电子票据试点，覆盖市
级单位300余家；建成智慧医院44家、智慧
小区191个、智能物业小区545个；全市行政
村实现光纤网络和4G信号全覆盖，互联网通

村入社率达到100%，等等。
目前，通过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数字乡村

建设以及网络安全防护，我市正不断强化智
能化信息化惠民便民的实际效果。

51家新加坡企业及机构将参加线
上展览

记者：在疫情防控下，目前中新互联互通
项目如何深化推进？

彭志明：目前通过中新国际数据专用通
道，为中新双方高层会见、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联合实施等提供了技术支持。

今年智博会期间，中新数据专用通道也
将发挥作用。届时，51家新加坡企业及机构
将参加智博会线上展览，并通过数据通道举
办双方企业的远程对接交流。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重庆与新
加坡方面还建立了三个层级的常态化视频
沟通联络机制。今年内，重庆与新加坡将
举办新加坡在华知名企业重庆行活动，拟
邀请一批在华投资落户的新加坡企业来
渝，与区县及园区开展对接交流，争取一批
合作项目落地。

科协将为推动全市数字经济和大
数据智能化发展注入“科技因子”

记者：近年来在助推全市数字经济和大数
据智能化发展方面，市科协采取了哪些举措？

龙晖：通过高站位借势整合资源、高标准
搭建创新平台、高水平举办学术论坛、高质量
打造工作品牌和高精度产出智库成果，近年
来市科协促进了我市大数据智能化在领域科
学研究、学术交流、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和决
策咨询等方面取得成效。

接下来，科协系统将以智博会为契机，以
“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建设为抓手，以数字经
济百人会为重点载体，为推动全市数字经济
和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注入“科技因子”。

重庆“十四五”将新建
100个智能工厂700个数字化车间

2021智博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

□本报记者 王天翊

8月15日，礼嘉智慧馆正式落成。它究
竟有多智慧？重庆日报记者当天前往打探。

在礼嘉智慧馆两江多功能厅，记者看到
一位工作人员站在讲台前，对着空气点点划
划。走近一看，才发现工作人员面前的空气
中，有一块仅从特定角度才能看到的“屏
幕”。“屏幕”上，一篇讲稿清晰可见。通过手
指点击这块“屏幕”，讲稿的滑动、返回、跳转
等操作都能流畅完成。

据介绍，把空气变成“屏幕”的，是安装在
讲台上的一台空气成像提词器。它利用离散
的微小单位光学元件，对光线进行纳米级细
分切割后，聚集在空中形成影像。

“空气成像提词器改变了传统的演讲方
式，让演讲者不用一直盯着讲台上的文稿，可
以时刻与听众保持眼神的交流。”工作人员介
绍。

不仅如此，工作人员念出提词器上内容
的同时，场馆内的大屏幕可将语音实时转为
文字，并同步翻译成英文、俄文等多种语言。
这得益于场馆配备的多语种智能同传系统，
其声音识别准确率可达到98%，还可同步生
成多种语言的字幕和会议记录。

记者还注意到，在3400平方米的两江多
功能厅，几乎听不到演讲者说话产生的回
音。原来，该厅内壁采用了经过微孔加工的天
然铭木材料，1平方厘米内有多达25个直径0.5
毫米的小孔，在保证木饰面效果的同时，将噪音

和回音影响降到最低。
在服务方面，礼嘉智慧馆打造了独具特

色的智慧餐厅。服务员每端上一份菜，14台
投影仪和音响相互配合，通过声光技术在餐
桌上演绎其诞生的故事。同时，四周的墙上
根据故事情节变换环境画面，用流畅细腻的
动画效果向用餐者呈现重庆特色的餐饮文
化。

在安全方面，礼嘉智慧馆南厅和北厅的
每一块大型立面玻璃，都安装有破碎探测器
和振动探测器。这些探测器可以觉察出毫米
级别的振动和位移，一旦发现异常便会把对
应玻璃的“身份编号”发送给维保人员前往处
理，可以在大风、雷暴等极端天气中保证参会
人员安全。

▲8月15日，礼嘉智慧馆两江多功能厅，
工作人员正在空气成像提词器上“隔空”翻阅
文档。

▲8月15日，礼嘉智慧馆，玻璃幕墙安装有探测器，可探测到毫米级的位移。

□本报记者 向菊梅

家住渝中区、今年50多岁的心梗患者
王涛（化名），最近从鬼门关上走了一回。

当时，王涛突发胸痛、大汗淋漓，紧接
着晕厥，家人立即拨打120。幸运的是，10
多分钟后，市急救医疗中心的5G智慧急
救车赶到现场；40分钟后，王涛躺在手术
台上开始接受治疗。

一般情况下，病人送到医院后还要
接受一系列检查，王涛何以这么快就可
以接受手术？功臣就是那辆5G智慧急
救车。

“急救就是与死神赛跑。心梗患者的
最佳治疗时间是病情发生后的3小时内，
在发病早期作出迅速、准确地诊断和治疗，
对挽救生命、减轻伤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市急救医疗中心科研科科长张颖说，
近年来，市急救医疗中心推动以信息技术
为支撑的智慧急救体系建设，5G智慧急救
车便是其中一项重要成果。

重庆日报记者日前在市急救医疗中心
看到，5G智慧急救车外观和普通救护车没
有区别，但内部有很大不同：车上除了有监
护仪、心电图机、除颤监护仪、呼吸机等常
规车载监护设备外，还增加了手持超声仪、
免疫分析仪、血气生化分析仪等检查检测
设备。同时，该车上的所有监护设备都具
有数字化和网络化传输功能，通过车上加
载的5G网络信号源以及院前院内信息交
互系统，可将设备监护数据和检测数据实

时传输到院内。
“传统的院前急救，主要负责现场紧急

处理和转运途中的监护，缺乏对疾病早期
诊治的手段和综合处置能力。”市急救医疗
中心急诊科医生文永生介绍，现在有了5G
智慧急救车，不仅完善了院前诊断手段，还
让院前与院内专科之间建立起快速有效的
衔接，可以对病人开展协同救治。

以王涛为例，在被送上5G智慧急救
车后，救护人员不再只对他进行简单地生
命体征监护，还会抽血检测相关指标，并把
心电监护数据和检测结果实时传输至院内
胸痛中心。专科医生分析数据后，给出诊
断结果是急性心肌梗死，然后立即指导院
前医师给王涛用药，并通知导管室准备手
术。当救护车到达市急救医疗中心后，不
再需要经过急诊部，而是直接送入导管室，
进行急诊介入手术。

“以前这些事情都是在医院急诊部完
成的，现在相当于把抢救室搬上了救护车，
省去了患者急诊检查和诊断的部分时间。”
文永生说。

截至目前，市急救医疗中心已配备3
辆5G智慧急救车，为心梗、脑梗、创伤等
急危重症病人的抢救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中，心梗患者接受院内治疗平均提前了
20分钟，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死亡率也在
降低。

下一步，市急救医疗中心将向全市其
他急救网点医院推广5G智慧急救车应用
经验，构建区域协同的智慧急诊急救服务
体系，并以此为载体搭建智慧急救的产学
研用平台，推动5G技术在急诊急救领域
的进一步创新应用和发展。

身体检测数据转运途中就传到医院，使院内治疗平均提前20分钟

5G智慧急救车让心梗患者赢得生机
探 秘 身 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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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嘉智慧馆的部分墙面上有许多针状
小孔，这种微孔加工技术可减弱声波的反射。

本组图片由记者张锦辉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