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谷歌大中华区总裁斯科特·博蒙特：
智能营销意味着通过连接高度运转

的人工智能，它不仅让人类实现更智慧的
决策，还可以让企业更加智能、高效，更容
易在某些领域取得突破。

谷歌公司：谷歌主要基于互联网搜索、云计算、广告技术等进行
服务，同时开发并提供大量基于互联网的产品服务。

高通公司总裁克里斯蒂亚诺·阿蒙：
智能手机作为一个平台，融合了消费

电子中的所有重要功能，让消费者享有丰
富体验，今后它还将通过移动技术连接万
物，形成万物互联。

高通公司：高通是全球3G、4G与5G技术企业，向全球多家制造
商提供技术使用授权，涉及世界上所有电信设备和消费电子设备的
品牌。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人工智能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计算智

能，让机器具备计算存储的能力；第二层是
人脸识别为代表的感知智能；第三层是Al-
phaGo为代表的认知智能，让机器具备基本
的推理，学习相关的逻辑能力。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科大讯飞主要专业从事智能语音及语言
技术研究、软件及芯片产品开发、语音信息服务及电子政务系统集成。

科大讯飞将在本届智博会上举办“AI赋能·智享未来”科大讯飞
AI+技术创新发展论坛，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话题进行交流。

华为董事长梁华：
在新的产业周期中，5G、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将变得越发重要，成为构建
万物互联智能世界的关键。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主要专业生产销售通信设备，是全球领
先的信息与通信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

华为将在本届智博会上举办“华为云中国行2018”，围绕移动互
联解决方案、数据安全及移动互联云生态等话题进行经验交流。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
做产品要务实和专注，永葆激情，求

知若渴；要快速思考，坚定执行；要关注战
略、速度与细节，亲力亲为；还要像“小白”
用户那样思考，不断发现不足，发现一个
解决一个。

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
供商之一，也是中国服务用户最多的互联网企业之一。

腾讯将在本届智博会上举办“2018腾讯云+未来重庆峰会”，带来
数字政务、智慧医疗、智慧零售等领域的经验分享。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信息技术（IT）时代是让自己更加

强大，数据技术（DT）时代是让别人更
加强大，IT时代是让别人为自己服务，
DT 时代是让你去服务好别人，是以竞
争对手服务竞争对手。IT时代是通过
对昨天信息的分析掌控未来、控制未
来，而DT时代是去创造未来。

阿里巴巴集团：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业务包括
B2B贸易、网上零售等，含淘宝网、支付宝、蚂蚁金服等子公司。

阿里巴巴将在本届智博会上举办“2018云栖大会·重庆峰会”，就
人工智能如何塑造智慧产业新格局等话题进行探讨。

3版
2018 年 8 月 10 日 星期五

编辑 倪训强 美编 丁龙

20182018智博会前瞻智博会前瞻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
习生 陈俊伶 唐璨）8月8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悉，日前，工信
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与中
国大数据产业生态联盟共同发布了

“中国大数据企业50强”榜单，我市企
业誉存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誉存科技”）成功入围。此外，誉存
科技还在该次大会上囊括了金融大数
据领域最具投资价值大数据企业等荣

誉。
据介绍，誉存科技目前在垂直细

分领域排行全国前三，是金融科技行
业增速最快的企业之一，累计为超过
1000家金融机构和政府监管部门提

供大数据智能风险管理解决方案，涵
盖银行、担保、小贷、保理、融资租赁、
私募基金、互联网金融、第三方支付、
B2B平台等多个领域。

与此同时，誉存科技的产品体系
还包括服务于金融机构的大数据智
能风控平台、服务于政府部门的大数
据智能监管平台、服务于中小企业的
大数据助贷融资平台，以及服务“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大数据服务
平台。

重庆誉存科技入选工信部
“2018中国大数据企业50强”

本报讯 （记者 曾立 实习
生 蒲枫涵）一辆SUV汽车，顶着一
套奇怪的设备，它看上去其貌不扬，却
有十几项发明专利，属于测绘行业的

“黑科技”，人工要干二三十天的活儿，
它一小时就能完成。它的研发者，正
是一家土生土长的重庆企业——重庆
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数字城
市公司）。重庆日报记者近日从江北
区获悉，数字城市公司将带着这套“黑
科技”亮相智博会。

说到测绘行业，人们会想到测绘
人员在地面上支着脚架进行测量的场
景。这样的人工测量方式，3名测绘人
员，一天可完成约两三公里的测量。
在一些车流量大的路段，测绘人员的
测量工作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为研发更高效、更安全的测量方
式，数字城市公司联合重庆市勘测院
及相关高校，组建了重庆市移动测量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移动型智能测量
装备重庆市工程实验室。

位于江北区的数字城市公司，是
一家专业从事地理信息系统集成应用
开发、地理信息服务和数字展览馆建
设的国有和民营资本混合所有制企
业，承担过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先后
荣获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第十九

届中国专利优秀奖等各类省部级奖项
70余项。

2014年，该公司研发的第一代移
动测量系统上线就受到业界高度肯
定，成都、太原、贵阳、合肥等地纷纷邀
请其参与城市基础建设相关工作，同
时该系统也全面应用到了重庆的城市
测绘、城市基础设施精细化管理、轨道
交通建设、突发事件处置和公众服务

等多个领域。
8月9日，重庆日报记者看到了正

在进行测试的第二代产品。在一辆
SUV汽车里，后备箱放着一台中控
机，用来存储采集的数据。车辆的轮
胎上安装了速度传感器。车顶上则安
装了激光雷达、惯性导航系统、全景相
机和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车辆发动
后，测绘人员只需要在一个平板上进

行操作，这些设备就可以自动测量，快
速采集高精度点云、全景影像数据，获
取各类城市基础信息。

“二代产品在第一代的基础上，进
行了全面升级，科技含量更高。”数字
城市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产
品集成的各个组件各有神通——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用来定位车辆的实时位
置；惯性导航系统用来记录车辆行进
时的状态，如车辆是上坡、下坡，还是
转弯，以及车身是否倾斜等；激光雷达
能够通过发射一束一束的激光和反射
回波，感知周边地物的位置；全景相机
通过全景镜头，实时生成所见即所得
的街景数据。

最厉害的是，该系统的测量精度
可达到厘米级（我们目前常用的手机
GPS 导航精度约为 10 米），几乎能看
清马路两旁行道树的每片树叶。而它
的效率，根据测量的环境不同，每小时
可达30—60公里，是人工测量的数十
倍甚至上百倍。

有了这套高速、高精度的测量“黑
科技”，许多费时费力的工作变得简单
易行。车辆驶过，道路、交通标志、广
告牌、行道树、路灯、房屋等各种要素
信息尽收囊中。这些数据通过处理，
可以形成智慧城市建设所需的各种信
息，包括生成街景数据、立体的三维空
间数据，可广泛应用于规划、市政、交
通、公共服务等诸多领域，未来还可以
用于制作高精度导航地图，结合增强
现实和无人驾驶技术，改善人们的出
行体验。

测量车辆驶过 高精度地理信息“一网打尽”
渝企推出自主研发的第二代智能移动测量系统

本报讯 （记者 夏元）乘长途车
不用排长队，人脸识别可快速进出站，
坐公交、出租车只需手机扫码付款，这
样的“智慧交通”出行方式将在智博会
现场展现。8月9日，市交运集团发布

消息称，将在智博会上搭建300平方米
展台，展示最新潮的“智慧交通”产品。

市交运集团介绍，通过运用大数
据、互联网技术，交运集团与一批互联
网企业联合开发的“智慧车站”、“智慧

公交”、“智慧出租”等，已经运用到市
民日常出行中。比如，在南坪四公里
换乘枢纽长途汽车站，通过在检票闸
机上方安装人脸识别系统显示屏，乘
客进站将身份证放在证件识别器上，

站在摄像头前，当身份认证成功后，闸
机便会自动打开，最快3秒钟就能进
站上车。

“这套人脸识别技术还运用在交运
集团出租车、长途车上。”市交运集团负
责人表示，通过融合物联网、车联网及
互联网技术，交运集团出租车通过车载
智能终端、移动APP和后台服务系统
运行，实现线上召车、移动支付、人脸
识别、全程监控等智能服务功能。

人脸识别进出站

到智博会感受“智慧交通”出行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8月9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科委获悉，科技
部将组织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
放创新平台及相关项目亮相本届智博
会。

去年11月，科技部公布了首批4
个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名单：依托百度公司建设自动驾驶国
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阿里
云公司建设城市大脑国家人工智能开
放创新平台；依托腾讯公司建设医疗
影像国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
托科大讯飞公司建设智能语音国家人
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4大平台将为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发
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深度学习平台输出顶
尖AI能力

百度公司参展项目包括Paddle-
Paddle深度学习平台、百度Apollo
自动驾驶平台、百度DuerOS对话式
人工智能操作系统等。

深度学习框架是人工智能技术持
续突破的基础，其在人工智能时代的
作用，可类比为计算机时代的操作系
统。百度公司PaddlePaddle深度学
习平台是当前国内唯一开源开放的深
度学习框架，其灵活、易用的特点，深
受中国开发者青睐。

据 悉 ，百 度 PaddlePaddle 于
2016年9月正式开源，两年来不断进
行升级，今年7月发布的PaddlePad-

dle 3.0，其中，EasyDL平台能够帮
助开发者在不懂深度学习的情况下，
零算法基础训练业务并定制模型，实
现操作可视化。

比如，美国零售安防提供商
Checkpoint通过EasyDL平台，能对
购物车下层的商品进行识别和判断，
帮助收银员发现未结账的商品，准确
率可达95%以上。目前，其已经应用
在美国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等7
个州的160多个超市中，帮助超市降
低了运营成本和商品损耗，也代表着
中国先进的AI技术正在向全世界输
出。

百度DuerOS对话式人工智能操
作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智
能汽车、随身智能设备等领域，搭载
DuerOS的设备也越来越丰富，仅在
今年上半年，就有华为、VIVO、OP-
PO、创维、TCL等厂商的主流产品搭
载了百度DuerOS。

阿里云ET城市大脑让
社会更智能

依托阿里云建设的城市大脑国家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是目前全球
最大规模的人工智能公共系统，可以
对整个城市进行全局实时分析，自动
调配公共资源，修正城市运行中的故
障问题，成为未来城市的基础设施，实
现城市治理模式、服务模式和产业发
展的三重突破。

截至今年5月，阿里云ET城市大

脑已经与杭州、衢州、澳门、吉隆坡等
11个城市进行合作。比如在杭州，
ET城市大脑接管了128个信号灯路
口，试点区域通行时间减少15.3%，
120救护车到现场时间缩短一半。从
交通治理领域起步以后，目前ET城
市大脑还在向医疗应急调度、城市管
理、环境治理、旅游开发、城市规划、平
安城市、民生服务七大领域拓展，已具
备信号灯优化、交通事件实时识别、应
急车辆优先调度、重点车辆管控、社会
治理和公共安全保障等功能。通过城
市大脑国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
设，阿里云将进一步探索新一代人工
智能技术在智能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应
用提供技术研发与应用创新的全面支
撑服务。

腾讯觅影为医生“打下手”

腾讯首款人工智能与医学结合的
AI医学产品——腾讯觅影也将亮相
本届智博会。

据介绍，腾讯觅影聚合了腾讯公
司内部的人工智能“黑科技”，包括腾
讯AI Lab、优图实验室、架构平台部
等多个顶尖人工智能团队的能力，运
用了图像识别、大数据处理、深度学习
等AI领先技术，与医学跨界融合研发
而成，能够给医生“打下手”，辅助医生
进行疾病筛查和诊断，提高临床医生
的诊断准确率和效率。

比如，腾讯觅影可以利用AI医学
影像分析辅助医生筛查食管癌、肺结

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结直肠肿瘤、
乳腺癌等疾病，以及利用AI辅诊引擎
辅助医生对700多种疾病风险进行识
别和预测。

听见会议系统实现语
音文字实时转换

作为科大讯飞语音技术集大成
者，听见会议系统是全球首款中文语
音实时转写和多语种实时翻译系统，
可满足各类大会、日常办公会议等会
议场景需要。

据介绍，听见会议系统可以将会
议发言语音实时转换成文字，会议结
束以后即可快速整理出会议资料。在
政企日常办公会议场景下，中文普通
话转写准确率高达95%以上，通用口
语场景下，标准英文转写准确率可达
90%。由于采用离线转写，不基于公
共网络，因此数据信息安全度高。目
前，听见会议系统已经在全国两会、博
鳌亚洲论坛及政府部门会议等重要场
合广泛应用。

此外，作为参展项目之一，讯飞翻
译机2.0是继全球首个具备离线翻译
功能的“晓译”翻译机之后，科大讯飞
推出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翻译产品，实
现中文与33种外语即时互译，覆盖全
球大多数国家。据了解，讯飞翻译机
2.0支持对话翻译、拍照翻译、人工翻
译等翻译模式，推出英语口语学习、全
球上网等服务，真正实现让“世界聊得
来”。

科技部将组织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及相关项目参会

去智博会看最强人工智能

8 月 9 日，车辆行驶在城市中，系统就可自动测量，获取各类城市基础信
息。 记者 罗斌 摄

智博会重要嘉宾
及参展企业展示

（以上智博会嘉宾以现场实到为准）
本报记者 夏元 崔曜 整理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日
报记者8月9日从用友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获悉，作为本届智博会参展
企业之一，用友将在智博会上展示其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以及财务服务、
协同服务、营销服务、数据服务等用
友云服务产品，并联合市经信共建工

业互联网平台，帮助更多渝企“上云
上平台”。

作为国内领先且较早布局云服务
的企业服务供应商之一，30年来，用
友服务的企业及公共组织现已超过
409万家。

“用友扎根重庆市场22年来，已

经为众多渝企提供各类云服务。”用友
负责人介绍，例如用友为重庆江小白
酒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共享服务，
为后者管理人员提供了经营决策依据
和工作便利，同时用友还为宗申集团、
重庆水务集团等企业提供了数字化管
理系统等多种云服务。

用友表示，其最尖端的数字化、智
能化云服务产品将通过智博会平台进
行展现。届时，用友将在中央大厅展
区展出用友工业互联网平台、用友云
税务服务量身定制解决方案等全系列

“用友云”产品。
另外在8月24日智博会期间，用

友还将与市经信委合作开展工业互联
网创新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及运营
中心建设，帮助更多渝企“上云上平
台”，推动企业基础设施服务、平台服
务、数据服务，逐步实现数字化、智能
化发展。

用友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在智博会展出

帮助更多渝企“上云上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