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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为经济赋能 为生活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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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23日下午，在首届中国国际智能
产业博览会发布会上，重庆市经信委副主任李斌发
布了重庆市实施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战略。

重庆将聚焦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促进大
数据智能化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壮
大智能产业等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推动传统产业智
能化升级，发展数字经济，为经济赋能；聚焦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大数据智能化技术在与
群众生活密切相关领域的深度运用。

重庆将通过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集成电路、
智能超算、软件服务、物联网、汽车电子、智能机器
人、智能硬件、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装备、数字
内容12个重点产业，不断提高大数据智能化技术
产品服务供给能力，助力制造业加速智能化转型升
级，推动产业融合、政府管理、民生服务、公共产品、
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智能化应用，构建智能产业、
智能制造、智能应用“三位一体”发展格局。

近期，重庆市政府已审议通过并即将发布集成
电路和工业互联网专项政策。在集成电路领域，将
对集成电路领域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创新中心建
设、重点实验室建设、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基础研究
与前沿探索、发明专利、工程产品流片、高层次人才
引进等方面予以资金支持；将设立半导体产业发展
基金，支撑集成电路领域重大项目实施。在工业互
联网领域，将对标识解析节点建设、服务平台建设、
企业智能化改造、企业“上云上平台”、关键共性技
术装备研发生产、网络提速降费等方面予以资金支
持。

在首届智博会期间，一批重大项目将实现签
约。这些政策、项目都将为我市大数据智能化发展
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本报讯 8月23日下午，在首届中国
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拓展国际物流通
道 助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发布会上，
重庆市经信委副主任、重庆市政府物流协
调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杨丽琼表示，重庆正
积极拓展国际物流通道建设，打造内陆国
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

重庆积极拓展物流通道，致力于构建
铁、公、水、空“四位一体”的综合立体交通
体系，全方位打造“四通八达”、连接“一带
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内陆国际物流枢
纽，初步形成了“物畅其流、货达天下”的
格局。

“目前，向西通达欧亚，向南直达东
盟，向东通江达海，空中畅通全球。”杨丽

琼表示，为提高通达能力，打造内陆国际
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重庆不断完善铁
路、高速公路、水运、航空等物流基础设
施；开放口岸体系更加完备，重庆口岸及
进口特殊商品指定口岸功能覆盖水运、铁
路、航空、公路，现有4个国家开放口岸、3
个原二类口岸，1个保税港区、2个综合保
税区、3个保税物流中心，口岸开放为拓
展国际物流通道提供了基础的开放条件，

为大规模国际物流分拨提供了通关保障；
为不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重庆口岸实行
7×24小时通关，提供全天候口岸服务
等。

为壮大开放主体，培育高端国际物流
产业链，重庆积极引进世界级物流企业，
发挥区位交通、政策服务和产业配套等优
势，吸引全球500强和中国500强物流企
业在重庆投资建设服务全国或西部地区

的综合总部、地区总部和功能总部等。引
进贸易龙头企业，出台专项扶持政策，鼓
励贸易企业在重庆开展跨国集中采购和
分销，拓展研发、设计、物流、结算、销售等
功能。同时培育壮大工业尤其是智能产
业，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巩固智能终端、汽
摩等现有产品优势，按照上中下游产业链
一体化、集群化发展模式，培育和引进新
品牌客户。

重庆将重点坚持“软硬”同时发力发
展大数据智能产业，着力推进人工智能、
大数据、智能超算、集成电路、汽车电子、
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装备等软件和硬件
产业，进一步做大工业企业尤其是智能产
业规模。

打造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

重庆全面拓展国际物流通道建设

本报讯 在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
博览会举行的首日，多家企业发布了新产
品和新技术。

WeKnow智图系统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
WeKnow智图系统、毫米波全息成像人体
安全检查仪和太赫兹人体安检成像仪三
款新产品。WeKnow智图系统是同方威
视最新研发的基于AI和大数据的智能识
别算法设备，该系统配备在传统的集装箱
扫描设备、X光查验设备和CT型行李物
品检查设备上，可替代查验人员进行检查
和报警，实现从“人工判图”到“智能判图”
的跨越，达到“多、快、好、省”的效果。毫
米波全息成像人体安全检查仪，能够进行
快速、非接触式检查并通过基于深度学习
的智能识别算法，自动给出被检人携带违
禁品的信息。太赫兹人体安检成像仪，采
用了低温超导太赫兹传感技术，可实现无
感知检测，无须附加任何封闭或半封闭的

检测通道，被检人无须停留，并可实现多
人同时检测，无须刻意配合进行检测，达
到“人过留图”效果。

APOS万物互联智慧操作系统

重庆金鑫科技公司发布了APOS万物互
联智慧操作系统，这项“黑科技”可以让人们
近距离触摸到万物互联，以后建立一个物联
网系统就像写一个Word文档一样简单，接
入一个物联网就像接一个鼠标一样轻松。该
系统包括智慧家居、智慧社区、智慧校园、智
慧酒店、智慧养老、智慧楼宇等六大智慧应
用平台，目前已完成全产业链供应准备。

盼达用车AI赋能出行3.0

盼达用车发布“盼达用车AI赋能出

行 3.0”，提供更智能的共享出行生态。
据介绍，AI赋能出行 3.0 可以在全流程
上介入服务，直接为客人提供服务，并整
体参与到服务中，称之为 AI 赋能出行
3.0。

VoidGear智能感知交互系统

重庆子元科技自主研发的虚拟现
实产品——VoidGear 智能感知交互系
统正式发布。VoidGear智能感知交互系
统拥有三大核心自研技术：虚拟空间定位
系统，实时动作映射系统和全身力反馈系
统。

享控云网-电子人工业云平台3.0

重庆享控智能科技集团打造的

“享控云网-电子人工业云平台3.0”，通
过对物联网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挖掘
整合，致力于为工业企业实现产品、生
产、服务、运营智能化的目标，打造了
中国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享控
云网。

灵聚人工大脑4.5

广州灵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发布该
公司最新核心技术能力产品——灵聚人
工大脑4.5。灵聚人工大脑是将语义分
析、知识图谱、认知计算和神经网络等技
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算法和数据集群，
主要实现自然语言交互、自学习和认知
等能力。

此外，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发布了包含农业大数据智库平台、智慧党
建大数据应用平台。重庆市水利学会与
中国知网签署战略合作，合作开发“重庆
市水利智库信息服务平台”，以此推动重
庆市智慧水利的发展。

智博会首日

多项新产品和新技术亮相

两江新区工作人员向来宾展示礼嘉智慧城未来的智慧生活场景。

重庆市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战略
打造 个重点产业

大数据

重点发展面向社交、搜索、决策分析等应用
的大数据采集与集成平台型产品，发展新一代商
业智能、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语义搜索等软件
产品，大数据行业解决方案及服务以及大数据增
值应用。加速数据资源集聚开放，加快突破大数
据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可控的大数据产业链。

人工智能

重点发展GPU、FPGA等人工智能通用芯片，
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专用芯片，以及人脸识别、
语音识别、知识引擎、无人系统等相关软硬件产
品。建设人工智能数据资源、模型库、标准体系、
信息安全等服务平台，突破计算机视听觉、自然
语言理解、新型人机交互、高级机器学习等技术
算法，加快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创新。

集成电路

重点发展电源管理芯片、存储芯片、汽车电
子芯片、驱动芯片等产品。加大集成电路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力度，集聚一批集成电路设计龙头企
业，实施一批大尺寸、窄线宽先进工艺晶圆制造
项目及 MEMS、化合物半导体等特殊工艺线项
目，发展高密度、高可靠性先进封装工艺，打通原
材料、设备等上下游环节。

智能超算

重点发展工业互联网等领域智能超算中心，
建设一批高水平智能超算研究院和重点实验室，
培养一批面向超级计算关键技术的人才队伍，研
发一批面向高性能计算环境的部署、监控、调度、
认证、安全等服务平台支撑软件和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应用软件。

软件服务

重点发展面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
的操作系统、新型中间件和办公套件，计算机视
听觉、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智能化软件，计
算机辅助设计与仿真、制造执行系统、企业管理
系统、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工业软件及应用解
决方案。创新软件定义服务新理念，围绕智能集
成服务领域，提升“互联网+”综合集成应用水平，
研发综合性应用解决方案。

物联网

重点发展智能化温度、压力、流量传感器和
MEMS传感器等前端产业，物联网模组、物联网
网关、智能仪器仪表、智能车载终端等典型产品
和嵌入式安全部件等信息安全产品。抢抓窄带
物联网、5G发展机遇，建设物联网公共服务基础
平台和应用服务云平台，提升面向各领域的解决
方案提供能力。

汽车电子

重点发展车载视觉、激光雷达等高性能传感
器和电控系统、专用芯片等基础器件，基于高性
能传感器、数字仪表及定位模块及无线网络的车
载电子产品，高端车身控制模块BCM+、自动空
调系统、车灯光控制等车身电子产品。加强汽车
电子电控核心技术攻关和支撑平台建设，加速汽
车电子产品在相关领域的深度应用。

智能机器人

重点发展双臂机器人、抛光打磨机器人等工
业机器人产品，养老机器人、家政机器人、教育机
器人等服务机器人产品，以及减速器、伺服电机、
视觉系统等智能机器人关键器件。加强人机协
同、运动控制等关键技术研发和自然交互、自主
学习功能等前沿领域技术储备，建立健全检验检
测、云服务等支撑平台体系。

智能硬件

重点提升现有手机、可穿戴等终端产品智能
化水平，重点发展智能家居、智能医疗产品。加
强企业研发机构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新产
品开发投放，进一步完善摄像头、锂电池、屏组件
等配套体系。

智能网联汽车

重点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汽车整车
以及整车驾驶辅助（DA）、部分自动驾驶（PA）、
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部件，重点提升汽车电
子产品装车比例。加强相关领域标准研究和
智慧交通设施、充电设施等建设，加快整车推
广应用。

智能制造装备

重点发展精密齿轮磨床、金属3D打印机、激
光加工装备、智能传感与控制装备、智能检测与
装配装备、智能物流与仓储装备等产品，加快推
进3D快速成型技术、激光加工技术、虚拟制造技
术等先进制造工艺技术，提高制造水平。

数字内容

重点发展基于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
（AR）、混合现实（MR）技术的发展 外接式头
盔、一体式头盔等产品和家庭数字娱乐、数字音
乐、动漫游戏等内容，重点推动优质文化资源数
字化转化开发、文化场馆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增
加数字内容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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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战略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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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唐璨 陈俊伶）重庆的智慧城市最先
出现在哪里？答案是在两江新区。8月23
日，两江新区在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发布重磅消息：将在礼嘉建设10平方公里
智慧城，并在其核心区率先启动建设2平
方公里的未来智慧生活体验园。

四大片区营造智慧生活体验

据介绍，按照有关规划，未来智慧生
活体验园分为综合展示体验区、智慧生活
体验区、科研创新孵化区和自然生态游憩
区四大片区。在这里不仅能多维度地展
示前沿智能技术和产品，还可以全方位、
沉浸式地体验未来智慧生活场景。

综合展示体验区是智能技术和产品
展示的核心场所，也是园区率先启动建设
的片区。它由综合馆区、企业馆区和公共
配套服务设施组成，占地约26公顷，建设
规模约21万平方米，可以为50多家智慧
机构提供办公、交流和展示空间。

位于西北部的智慧生活体验区，延续
了城市的历史人文脉络，可以集中展示智
能门禁、智慧厨房、智慧节水、智能温控、
光线调节等一体化智能家居，拥有健康管
理APP、综合数据录入、成分扫描分析、仪
器快速检测大数据健康管理中心及可以
刷脸/二维码入店、可视化搜索商品信息、
感应区结账等功能的无人售卖商街等充
满未来生活社区气息的场景。

南部的科研创新孵化区以开放共享
为理念，营造了多元多变的智能办公空间
和充满活力的交流交往空间，将为新技术
企业、团队提供约50万平方米的科创孵化
基地，通过基金等投资方式为科创型企业
和团队提供资金扶持，以及技术孵化、研

发、推广、应用等全产业链服务。
临白云湖畔的自然生态游憩区有开

阔的水岸、绿地和观景平台。其中智能调
控的公共景观系统可以呈现昼夜不断变
化的美景，植入绿化和水体的感应设备将
通过物联网对园区生态品质实现实时管
控，让在园区漫步也成为未来智慧生活的
美好体验。

配备智慧数字运营中枢

据两江产业集团董事长李毅介绍，体
验园将会配备智慧数字运营中枢，与实体
空间同步建设的园区数字平台，将贯穿服
务于园区规划、建设和运营全周期，为园
区的智慧发展提供全方位、全覆盖、全动
态的感知力、脑力和决策力。

互联互通的全域感知层通过移动通
信网、光纤通信网、卫星通信网的部署，提
供园区内全方位、超高速、大连接、低延迟
的网络使用体验。通过“光声电磁、温湿
气力”等全类物联网的部署，实现“空、天、
地”一体化的全域感知和万物互联。

“云网融合的数据中控中心是园区的
智慧大脑，通过对数的汇聚、连接、分析和
展示，可实现从万物生数到数生万物的进
化，实现对礼嘉园区的全面感知、全量分
析和全局决策。”李毅说。

生态绿色、创新创业将成
为园区关键词

李毅表示，园区将探索实践各类绿色
低碳、安全高效、智慧友好的建设技术，采
用装配式建筑和生态友好型建材，降低建
造成本，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冲击；采用海
绵城市技术，充分收集利用雨水及中水，
加强景观水体的补水与良性循环；运用互
联网、物联网融合技术，推进安全高效、智
慧友好的能源管理智慧化、能源服务精细
化、能源利用高效化。

同时，园区将培育创新创业“土壤”。
除了可以容纳大型企业入驻以外，还将为
中小科技企业提供从种子期、初创期、成
长期到成熟期所需要的多样化创业空间，
以及高度共享的公共服务设施、技术试验
室和产品中试孵化场所。

礼嘉将建10平方公里智慧城
核心区未来智慧生活体验园率先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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