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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为主题的首届
智博会即将拉开帷幕，在参加智博会的众多企业中，不乏
世界500强企业和中国500强。他们既是智能化的推动
者，又是智能化的受益者。今天，我们来领略一下这些
500强企业的风采。

企业简介：
华为是全球领先的 ICT（信息与通

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致力于
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
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华为
成立于1987年，目前拥有18万员工，业
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华为在通
信网络、IT、智能终端和云服务等领域为
客户提供有竞争力、安全可信赖的产品、
解决方案与服务，与生态伙伴开放合作，

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释放个人潜能，丰
富家庭生活，激发组织创新。

智能成果：
华为云：在全球权威的咨询与服务

机 构 IDC 最 新 发 布 的《IDC Mar-
ketScape：中国政务云市场厂商评估
（2017）》报告中，华为云政务位居领导者
区间，并占有全面领先优势。报告显示，
在现有能力、未来战略和市场表现三大
维度，华为云政务解决方案均排名第一，
这充分体现了业界对华为云的认可。目
前，华为已为国内超过16个国家部委级、

15个省/直辖市级（如北京、上海、天津、
江西等）、200多个市/县级（广州、深圳
等）政府客户提供政务云方案支撑。在
海外，华为也正在服务于80多个国家的
100多个政府客户。

迪拜机场数据中心：迪拜机场有多
个老旧数据中心，设备品牌众多，管理复
杂，且机房大量设备老化，制冷量不足，
因此急需新建一个全新的数据中心为机
场业务扩容做准备，同时尽快收纳原数
据中心业务。鉴于对快速部署、易于扩
容、节能环保等重要特性的考量，迪拜机
场最终选择了华为预制模块化数据中
心。

500强的重庆故事：
今年5月14日，华为公司与重庆市

政府达成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

协议，重庆与华为将以智能产业、云计算
大数据产业发展和智能化应用为重点，
围绕智能终端、智能超算、物联网、软件
开发、物流云平台等领域开展深度合
作。而“华为软件开发云重庆创新中心”
正是贯彻落实该协议的具体行动。

未来，华为将充分发挥在云计算领
域的技术实力和资源优势，依托“华为软
件开发云重庆创新中心”，进一步服务重
庆企业，助力重庆在软件人才培养、软件
产业发展方面迈向更高水平。

500强与智博会：
本届智博会上，华为公司将举办“华

为云中国行2018”活动，“华为软件开发
云重庆创新中心”也将揭牌。

华为展位：S6智慧体验广场（展位
号：S6-01）。

企业简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于2000

年组建成立。2008年5月，中国铁通整
体并入中国移动。中国移动目前是全球
网络规模最大、客户数量最多、盈利能力
和品牌价值领先、市值排名位居前列的
电信运营企业。中国移动连续17年入选
《财富》500强企业。

智能成果：
建成全球最大物联网专用网络：截

至2017年底，中国移动4G基站数达到

187万，4G客户达6.5亿，有线宽带客户
数达1.13亿。中国移动建成全球最大的
物联网专用网络，在346个城市开通窄带
物联网（NB-IoT），物联网连接规模达
2.29亿，居全球首位。

推动5G时代到来：中国移动持续推
动关键技术研究和标准引领，牵头制订
5G网络架构国际标准，引领产业发展。
不断强化业务创新，围绕生活、娱乐、消
费等广泛场景积极创新连接应用，给人
民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和丰富选择。打造

国内领先的正版数字内容聚合平台，目
前九大数字内容重点产品服务 5亿用
户，总装机量超10亿。聚焦工业、农业、
教育、政务、金融、交通、医疗等重点行
业，推动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助力传统行业转型升级，为社会进步培
育新动能。不断加快面向数字化服务的
战略转型，2010年至2017年，先后成立
了14家专业机构，实现从传统属地通信
业务运营到专业化运营体系的重大转
型。

500强的重庆故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成

立于1999年9月9日。一直以来，中国
移动重庆公司致力于移动通信事业的技
术创新、业务创新和服务创新，庞大的通

信网络已基本实现了全重庆市的立体覆
盖和无缝隙覆盖，并与20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运营商开通了国际漫游业务，在重
庆市通信发展和公众服务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500强与智博会：
本届智博会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将与其他企业联合承办“5G与未来网络
高端论坛”，围绕5G及未来网络趋势、
5G赋能智慧社会、创新引领全球5G商
用等主题，同时组织“绽放5G芳华，助
力数字中国”的高端圆桌对话，旨在探索
5G网络与未来商用场景的最佳演进路
线。

中国移动展位：S2大企业展区（展位
号：S2-009）。

中国移动

企业简介：
富士康科技集团是专业从事计算

机、通讯、消费性电子等3C产品研发制
造，广泛涉足汽车零组件、新能源、新材
料开发应用的高新科技企业。于1974年
在中国台湾成立。目前，富士康拥有百
余万员工及全球顶尖客户群，是全球最
大的电子产业科技制造服务商。2005年

起跻身《财富》全球企业500强。
智能成果：
富士康—清华纳米科技研究中心在

碳纳米管可控生长和应用研究领域持续
取得开创性成果。自主开发的工业机器
人“FOXBOT”，在全球业界赢得技术及
制造上的后发优势。

富士康积极打造“节能、减排、绿

化、循环”绿色企业，自主研发LED节
能灯、节能铝材、智慧全热交换机等绿
色产品。

富士康已建立起遍布亚、美、欧三大
洲的专业研发网络和知识管理平台。
2017年，全球专利申请4000余件，其中
70%以上为发明专利。连续12年在美
国专利核准量排行榜位居华人企业前
列。

500强的重庆故事：
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

厂。富士康2011年入驻重庆，是落户重
庆的最具代表性的代工企业之一。重庆

富士康科技集团主要从事计算机、通讯、
消费性电子等3C产品研发制造，广泛涉
足汽车零组件、新能源、新材料开发应用
等领域。目前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和打
印机。

500强与智博会：
本届智博会上，富士康科技集团资

深总监张海军将作为受邀嘉宾将出席
“工业互联网高端论坛”，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高子龙将出
席“腾讯云+未来重庆峰会”。

富士康展位：C大企业展区（展位号：
C-028）。

富士康

企业简介：
美国英特尔是全球最大的个人电

脑零件和CPU制造商，主要研制CPU
处理器。它成立于1968年，具有50年
产品创新和市场领导的历史。随着个
人电脑普及，英特尔公司成为世界上
最大设计和生产半导体的科技巨擘，
为全球日益发展的计算机工业提供

“建筑模块”。
智能成果：
2018年 2月6日，英特尔宣布推出

Vaunt智能眼镜。其眼镜腿上有个激光
传感器，将一种低功率激光投射到眼镜
右透镜上的全息反射器上，图像反射回
你的眼球后部，直接进入视网膜。人们
就可以看到一个红色单色图像。

英特尔在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另外一
个重要布局是一种可编程的“万能芯
片”——FPGA是，它可以应用于5G、雷
达、航天、网络、云计算、无人驾驶汽车、
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

英特尔还开发了3D人脸面部表情
捕捉技术，可以实现对视频人脸的自动
检测与识别，精准重建3D人脸，并实时
跟踪面部表情变化，将预先设计好的特
效素材附在3D人脸上，重新渲染到MV
视频中，达到惊人的脸部特效。

500强的重庆故事：
2015年，英特尔联手重庆高新区成

立了“重庆高新区—英特尔联合众创空
间”，并提供相应的开发套件，使创客在
产品开发初期更容易把产品做好。

2017年4月长安汽车与英特尔共同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智能驾驶（无人驾
驶）、智能互联、智能交互和人工智能领
域展开合作。

500强与智博会：
本届智博会上，英特尔公司全球副

总裁、中国区总裁杨旭将作为受邀嘉宾
出席“半导体产业发展高端论坛”。

英特尔展位：C大企业展区（展位号：
C-021）。

英特尔

企业简介：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于1998年7

月由国家在原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基础
上重组成立。这家特大型石油石化企业
集团是国家独资设立的国有公司、国家
授权投资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总部
设在北京。公司控股的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分别在香港、纽约、伦敦和上
海上市。

智能成果：
智能工厂：2012年中国石化启动智能

工厂试点建设，2015年底中国石化智能工
厂核心功能在燕山石化、茂名石化、镇海
炼化、九江石化4家试点企业整体上线，打

造了中国石化智能工厂1.0版，走在全国
流程型工业智能制造领域前列。

智能油田：2013年集团编制了智能
油气田规划报告，2014年起先期在胜利、
中原、西北等油田企业开展生产层面数
字化、自动化试点建设，提升了油气生产
管理精细化水平，促进了油田提质增效、
减亏创效。2017年6月，《中国石化智能
油气田试点建设项目总体设计报告》编
制完成，将全面启动在胜利海洋、中原普
光、江汉涪陵、西北三厂4家试点的智能
油气田示范区建设。

500强的重庆故事：
目前中国石化共有6家在渝企业，包

括涪陵页岩气公司、西南石油工程重庆
钻井分公司、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润
滑油公司合脂分公司、重庆石油分公司、
国际事业重庆有限公司，以天然气开发
应用为龙头，润滑油产销研、成品油销售
为补充，致力于“三基地一供应商”建设，
形成了上中下游一体化的产业格局。

500强与智博会：
中国石化展位：S2大企业展区（展位

号：S2-015）。

中国石化

企业简介：
微软，是一家美国跨国科技公司，也

是世界个人电脑软件开发的先导，由比
尔·盖茨与保罗·艾伦创办于1975年。
以研发、制造、授权和提供广泛的电脑软
件服务业务为主。最为著名和畅销的产
品为Windows操作系统和Office系列
软件，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电脑软件提供
商。

智能成果：
微软小冰：微软在智能化领域的研

发与应用有很多，“微软小冰”是其中一
款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微软小冰”是微
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于2014年5月29
日发布的人工智能伴侣虚拟机器人，如
今已推出第六代版本，可以完成文本、声
音与视觉的融合。目前，小冰拥有超过1
亿用户。

Azure：Azure是微软基于云计算的
操作系统，主要目标是为开发者提供一
个平台，软件开发可运行在云服务器、数
据中心、Web和PC上。目前，Azure已
覆盖全球50多个区域，并获得了不同地
区超过70项安全合规认证，微软将其称
为“世界的计算机”。

500强的重庆故事：
2012年，重庆经开区、重庆邮电大学

与微软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建设“微软重
庆软件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该培训
基地引入微软软件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方
案以及国际认证体系，每年将为重庆市提

供至少1000名软件服务外包人才。
2013年重庆市政府与微软中国签

订协议，微软中国将在重庆经开区设立
微软重庆分公司，建立微软全球服务交
付中心。这是国内首个可提供软件咨
询、应用、开发和交付的全球服务交付中
心。

500强与智博会：
本届智博会上，微软全球高级副总

裁王永东将作为受邀嘉宾出席“智能化
应用与高品质生活高端论坛”。

微软展位：C大企业展区（展位号：
C-032）。

500强来了
本报记者 郭晓静 陈钧 崔曜

本报讯 （记者 颜安）把生活垃圾投入家门口的回
收箱，不仅实现了资源回收利用，还能当即返钱——重庆
日报记者8月14日获悉，在南岸区城南家园、幸福时光里
等小区，出现一个新奇的东西——“小黄狗”智能垃圾分类
回收设备。

“小黄狗”由6只不同颜色的垃圾回收箱组成，颜色不
同，回收的垃圾种类也不同，只要居民把垃圾放进去，“小
黄狗”就会“吐”出钱来。南岸区希望通过这样的激励方
式，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在这款智能设备上输入手机号码，或者掏出手机使
用小黄狗APP扫一扫，回收机的箱门就会自动打开。”南岸
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向重庆日报记者介绍并展示，箱门打
开后，他把废纸、纺织物、金属、塑料瓶等垃圾分别投入不
同的箱子。接着，回收设备对投入的垃圾进行智能识别和
智能称重，并根据不同废品的市场价格计算返现金额。几
秒钟时间，该负责人手机上的小黄狗APP就收到了现金返
还。

“小黄狗”的垃圾回收实行分类计价，其中金属和纺织
物为0.6元/公斤、塑料为0.7元/公斤、纸类为0.8元/公斤、
饮料瓶为0.04元/个，玻璃和有害垃圾则只回收不返钱。
回收设备装满垃圾后，“小黄狗”专业回收员会驾驶统一的
回收车将垃圾送往正规的分拣机构或者再生资源中心，以
实现生活垃圾的回收再利用。

记者了解到，这款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备拥有30多项
专利，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技术，实现了生活
垃圾前端返现分类回收、中端统一运输、末端集中处理的

“物联网+智能回收”。
据悉，自 6 月 16 日以来，南岸区共投放安装了

34 组“小黄狗”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备，共回收可利
用再生资源 86.45 吨。该区将加大“小黄狗”的普及
率，年内将覆盖 20%的街镇、社区，从源头上实现垃
圾分类。

吞进垃圾 “吐”出钱来

这款“小黄狗”垃圾箱
拥有30多项专利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长期以来，金融机构放贷都
是通过人工来审核、控制风险。不过在重庆小雨点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下称小雨点），真正的首席风控官却是智能机
器人——通过一系列大数据自动进行学习的人工智能系
统。有了它防范贷款风险，贷款申请、信用评估、审核和放
款等贷款流程，都能够在线上完成。最快不到10分钟，企
业或个人就能从小雨点拿到贷款。

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获取不及时，银行等金融机
构在风险控制领域面临着贷款欺诈及贷后风险防范难
等挑战。与此同时，由于一直未贷过款等原因，大量小
微企业和个人有效信息太少，银行等金融机构很难通过
传统的信用评估模式全面刻画和评估其风险。这种情
况下，很多金融机构都不敢轻易向小微企业和个人放
款。

而小雨点的这套人工智能系统，则具有信用评估与
反欺诈识别的能力。其中，经过不断自动学习提升的信
用评估智能，可以根据多种数据来源自动判断数据与信
用的关联关系，进而对贷款申请人的信用及贷款额度作
出评估。

在反欺诈识别方面，企业或个人通过小雨点APP或官
网提交贷款申请后，人工智能系统就会依据不同数据所体
现出来的“小特征”，在短时间内自动分析、判断申请人进
行贷款诈骗的概率。如果此概率较高，则不会向贷款申请
人发放贷款。

依托人工智能系统，小雨点大胆面向小微企业和个人
开展信贷业务，并迅速在互联网金融行业中脱颖而出。据
统计，截至2018年7月，成立仅3年左右的小雨点已累计
向个人和企业放款近28亿元人民币，贷款客户累计超过
37万户。目前，其日均贷款申请量超过1万单，平均每天
获得贷款的客户逾2000户。

小雨点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并非偶然。
据介绍，该公司虽名为小额贷款公司，但定位却是科技金
融企业。在小雨点约200名员工中，技术人员占比超过
60%。目前，公司已申请了涵盖人工智能、大数据风险控
制、贷款评估、开发测试、供应链和区块链等领域的30多项
专利，今年还计划新增申请专利60项。

小雨点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首届智博会的合作伙伴
以及智博会区块链创新发展论坛的支持单位，小雨点将携
其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文字客服机器人、智能风控系统及
会自动学习、变化的人工智能模型部署平台等多种高科技
成果亮相智博会。

机器人当小贷公司首席风控官

不到10分钟就能拿到贷款

城南家园居民在投递垃圾。
通讯员 郭旭 摄

微软

世界500强
美国《财富》杂志每年评选

“全球最大 500 家企业”。《财富》世
界500强排行榜一向被视为衡量全球

大型公司运营“业绩”的最著名、最权威
的榜单。

中国企业500强
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

会按国际惯例组织评选、发布。自
2002 年起，每年发布一次“中国企

业500强”排行榜。

华为

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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