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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为经济赋能 为生活添彩

2018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特别报道

8月23日，在智博会发布会上，副市长刘桂平出席了乌
拉圭中国周重庆站开启活动。

●8月23日，副市长邓恢林会见了紫光集团董事长赵国
伟一行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8月22日，副市长李殿勋会见了陕西省副省长陆治原。

●8月23日，副市长李殿勋会见了思爱普（SAP）公司全
球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李强一行。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8月23日，首届中国国际智能
产业博览会开幕，上千名中外记者参与了现场报道。据重庆
日报报业集团传播效果分析报告统计，从8月23日 0时至
17时，海内外媒体共推出智博会各类报道达2492篇。

8月22日，央视新闻联播、央视财经提前对智博会进行
了相应报道。8月23日，人民网、新华社每日资讯网、中国金
融新闻网等中央媒体也在首页呈现了智博会相关稿件。人
民日报除头版刊发了关于智博会的报道外，还在16版整版刊
发了智博会专题报道《改造传统产业促转型 打造产业集群
增动能 大数据智能化让重庆更智慧》、《人脸识别技术 七
夺世界冠军》，充分展现了老工业基地重庆以大数据智能化
为引领，进入了发展动力加速转换的新阶段。

与此同时，海外媒体也对智博会进行了关注报道。新加
坡联合早报23日对开幕式进行了报道。

智博会开幕，所有省市级网站均在第一时间转发了新华社
《习近平向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澎湃新闻
网、东方网、山东大众网、中国甘肃网、南方网、厦门网首页也刊
发了开幕式消息。

重报集团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阵容，全方位、全媒体、多角度
浓墨重彩报道智博会。重庆日报总计推出图、文报道90条，其
中《智能化：为经济赋能 为生活添彩 2018中国国际智能产
业博览会》特别报道专版40余个，多角度反映了智博会热点和
精彩内容。重庆晚报、重庆晨报、重庆商报、华龙网、上游新闻
等集团媒体也浓墨重彩地报道了智博会。

智博会开幕受海内外媒体热捧
首日各类报道达 2400 余篇

本报讯 （记者 张珺）8月23日，市委
书记陈敏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会见了
来渝出席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的
菲律宾众议院副议长皮娅·卡亚塔诺一行。

中联部副部长钱洪山，市领导吴存
荣、王赋、刘学普参加会见。

陈敏尔、张轩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
会、市政府对皮娅·卡亚塔诺来渝出席智

博会表示欢迎。陈敏尔说，习近平主席同
菲律宾杜特尔特总统在博鳌会晤，达成广
泛共识，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重
庆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
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是著名的江城山城
和历史文化名城。我们深入落实习近平
主席对重庆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贯彻新
发展理念，牢牢把握信息化发展机遇，大

力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创新，促进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发展壮大智能产业，深度开发智能化
便民利民惠民应用，为经济赋能、为生活
添彩。重庆与菲律宾合作有着良好基础
和广阔前景，希望在大数据智能化等相关
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交流交往，为中
菲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皮娅·卡亚塔诺对重庆的热情接待表
示感谢。她说，重庆是一座文化之城、魅
力之城，有许多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将
积极促进双方在智能化创新与应用、文化
遗产和环境保护、农产品贸易等领域交流
合作，推动取得更多成果。

菲方有关人员，中联部、我市有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陈敏尔张轩会见菲律宾众议院副议长皮娅·卡亚塔诺

本报讯 （记者 杨帆）8月22日，市
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
会见了来渝出席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
博览会的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一
行。

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外交部兼贸
工部高级政务次长陈有明、资讯通信媒体
发展局局长陈杰豪，市领导吴存荣、王赋、
胡文容、刘桂平参加会见。

陈敏尔、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对

吴作栋到访重庆并出席首届中国国际智
能产业博览会表示欢迎。陈敏尔说，习近
平主席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高度重视、亲
自推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及南向通道建
设。发挥好重庆作为运营中心的作用，建
设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打造南向通道，是
重庆面临的重大机遇，也是我们肩负的重
大责任。必须抓住互联互通这个关键词，
高标准实施好，大力推进物流互联互通，
聚焦通道建设和配套服务，全面提高通关

效率，实现货畅其流；推进人流互联互通，
加强旅游合作，带动人员来往；推进资金
流互联互通，深化跨境支付、移动支付等
方面合作，拓展投融资渠道；推进信息流
互联互通，促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推动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智博会是大数
据智能化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
双方以此为新起点，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机
遇，共同打造高起点、高水平、创新型的示
范项目。

吴作栋对首届智博会在重庆举办表示
祝贺。他说，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内容丰富、
意义深远，对加强新中交流合作、促进区域
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战略作用，项目推进有
力，前景广阔、潜力巨大。新方愿携手打造
好南向通道，在提升项目流动性、联通性、支
撑性等方面下更大功夫，在更宽领域、更高
层次上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新方有关人员，重庆市有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活动。

陈敏尔唐良智会见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8月23日，
首届智博会举行重大项目集中签约活动，
共签约重大项目501个，合计投资约6120
亿元。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重庆市
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见证签约。

国家部委、兄弟省区有关负责人，国
外嘉宾，企业嘉宾代表等出席签约活动。

唐良智在致辞中说，当今世界已进入
大数据智能化时代。智博会的一个重要
功能，就是为大数据智能化领域的国内外
创新项目和资本搭建高效对接平台。面
向未来，智博会将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
赢理念，致力于为世界各国和兄弟省区市
的发展需求服务，进一步健全对接合作机

制，推动智能化更好地为经济赋能、为生
活添彩。希望大家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
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务实合作，共享全球
智能发展机遇，共创智能时代美好明天。

这次签约的项目，聚焦新一代信息
技术、智能制造、智能服务三大板块，覆
盖了大数据、集成电路、物联网、大数据、

新能源和智能汽车、智能硬件、智能装
备、智能工厂、智慧总部、智慧物流等众
多智能产业和智能化应用关键领域。例
如阿里巴巴集团的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及
智能呼叫中心产业基地项目、思科公司
与重庆邮电大学合作共建的工业互联网
研究院项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全球
低轨卫星移动通信与空间互联网系统项
目等。

主办方介绍，本届智博会共签约市外
项目185个，投资450亿元，涉及新加坡、
巴基斯坦，贵州、四川、安徽、湖北等12个
国内外地区，充分展现出智博会作为国际
智能产业开放合作平台的功能。

首届智博会举行重大项目集中签约活动
肖亚庆、唐良智见证签约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8月23日，
我市举行国际友好城市合作项目签约活
动。重庆市市长唐良智，巴拿马共和国巴
拿马省省长拉法埃尔·皮诺·平托出席活
动，并共同签署《建立友好市省关系谅解
备忘录》。

来自16个国家23个省州市的政府负
责人或政府代表，部分外国驻渝蓉总领事

等参加签约活动。
巴拿马省位于巴拿马运河东岸的太

平洋沿岸，是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旅游
业和服务业较发达，其首府是巴拿马首都
巴拿马城。根据备忘录，重庆市与巴拿马
省同意建立友好市省关系。双方同意在
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共同促进两地人民之
间的友好交往和经济、贸易往来，积极开

展科技、文化、体育、卫生、教育、人才等各
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此外，重庆市巴南区与日本新潟县三
条市，市经济信息委与韩国首尔市信息化
规划官，市教委与乌拉圭圣何塞省政府分
别签订合作协议。

随后，经重庆市与各国际友好城市友
好协商，一致通过了《智能生活·创新未来

友城合作倡议书》。各方同意进一步增进
合作共识，拓展交流领域，以开放合作成
果造福各市人民。深化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交往合作，按市场
规则共享各类智能资源。本市企业到友
好城市投资发展，共同提升智慧城市建设
水平。在代表团互访、举办各类展会、重
大论坛活动等方面提供支持帮助，推动各
友好城市围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方面的活动取得积极成效。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联合各友城高等院校、职业学
校等力量，培养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方面的新生力量。不定期在重庆举办国
际友好城市市长圆桌会，建立长期对话合
作机制。

我市举行国际友好城市合作项目签约活动
唐良智、平托出席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8月23日，
在首届智博会开幕当天，中国科协、工业
和信息化部、全国工商联、重庆市人民政
府，联合国内外数字经济领域专家学者和
企业领军人物，在重庆共同发起成立中国
数字经济百人会并举办数字经济百人会
论坛活动。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
怀进鹏，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政协
主席王炯，国家相关部委、国内外院士专

家学者、企业界代表等出席活动。
怀进鹏在致辞中说，数字经济将成为

我国在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依托。数字经济在中国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应当集中到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上来，特
别是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上来。中国科协
发起组织中国数字经济百人会，希望发挥其
集智谋划、跨界协同、开放合作平台功能，促
进我国新兴产业发展，助力传统产业转型迈

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
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陈敏

尔书记，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唐
良智说，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智博会致贺
信，为我们发展数字经济指明了前进方
向。中国数字经济百人会在重庆成立，有
利于重庆加快完善产业与应用互促共进、
技术与人才紧密衔接、制度与环境相互协
调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必将助推重庆建
设成为全国一流的智能化城市。

中国数字经济百人会致力打造研判
发展方向、汇聚资源资本、营造产业生态
的开放式、国际化数字经济交流合作平
台。本次论坛主题为“数字新经济·发展
新动能”，目标是引领数字经济产业方向、
服务重庆高质量发展、形成数字经济创新
示范品牌。论坛上，国内外院士专家学
者、政府官员、企业代表围绕数字经济前
沿科技和产业发展重点领域发表创新观
点，聚焦“共创数字经济新发展，共赢数字
经济新时代”主题开展热烈讨论。论坛发
布了全球数字经济十大发展趋势以及数
字经济重点领域研究报告等前沿成果，并
开展了国际人才合作对接。论坛还将邀
请国内院士学者与数字经济典型企业领
军人物对话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为推
动重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建言献策。

中国数字经济百人会在重庆成立
怀进鹏、唐良智、王炯出席活动

（上接1版）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构建
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加
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依
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不断催生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动
新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网络
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发展目
标，作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
字经济、共享经济等一系列决策部
署。在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互联
网是新基础设施，大数据是新生产
要素，云计算是新服务模式，智能化
是新发展动能。机遇稍纵即逝，只
有抢占先机，才能赢得生机。我们
要察事观势，认清大势，融入并引领
全球信息技术澎湃大潮，牢牢把握
大数据智能化发展的重大历史机
遇，让数字经济成为撬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新动能。

把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
在重庆大地上，就要深入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和参加
重庆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
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四个
扎实”要求，推动重庆各项事业奋
力前行。首届智博会以“智能化：
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为主题，
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体现
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把总
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的具体行动，既符合国
家战略和时代潮流，也符合重庆实际和发展需求，对于促进
重庆、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大数据智能化领域的国际国内交流
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重庆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
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
以前所未有的底气与自信，摆脱“速度情结”“换挡焦虑”，顺应
时代潮流，拥抱智能化，全力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要运用智能化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阿里巴巴在重庆建立生态合
作伙伴系统，腾讯在重庆打造“城市超级大脑”，科大讯飞在重
庆打造人工智能生态圈，华为牵手长安汽车建立创新中心开
发智能汽车……把大数据智能化作为重庆发展的重要引擎，
源自于重庆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投资环境优、市场前景
广。我们致力于做大智能产业、做优创新平台、做强基础保障、
做实智能应用、做精关键技术，以举办智博会为契机，智汇八方、
博采众长，抢抓智能化机遇，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

首届智博会体现了开放与包容，合作与共赢，是重庆加
快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重要平台。智博会将立足内陆作为
基本落点和目标起点，将面向国际作为路径取向和发展方
向，将当好枢纽作为功能所系和关键所在，通过交流最先进
的理念和产品，描绘新技术的趋势和蓝图，共享新时代的合
作和机遇，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实体经济提
供方法论和路线图，让各方宾客在重庆“行千里、致广大”。

征程万里云鹏举，敢立潮头唱大风。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
实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拿出风雨无
阻、勇往直前的劲头，坚定不移推动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
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释放智能化新引擎的动力与
活力，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努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
人民的厚重答卷，奋力谱写新时代智能化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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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市委常

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市高
法院、市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有关国际

组织和机构、兄弟省（区、市）负责人，驻华
使领馆有关人员，国内外部分城市负责人
和知名专家、企业家、大学校长和媒体负
责人等参加此次高峰会。

智博会大数据智能化高峰会举行

8月23日，解放碑步行街，市民正
通过街头 LED 大屏幕关注在重庆举
行的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开
幕盛况。

记者 郑宇 摄

关注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