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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为经济赋能 为生活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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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下午，阿里巴巴集团合
伙人、钉钉企业服务事业部总经理方
永新做客智博会新闻会客厅。

会客厅背景墙的屏幕上，方永新
的介绍还有个花名“大炮”，让人好奇

不已。“我最开始是做销售的，每次总
把目标定得很高，但都没实现，于是
有了‘大炮’的名号。”方永新告诉记
者，后来，“大炮”的名字叫响了，但更
深层的寓意是背后的企业文化，“什
么话都愿意说，什么话都敢说”。

方永新加入阿里18年，是阿里
巴巴集团合伙人，最近，加入钉钉担
任企业服务事业部总经理。数据显
示，钉钉2015年1月正式发版上线，
截至今年3月31日，钉钉企业组织
数 量 已 超 过 700 万 家 。 根 据

Quest mobile 数据显示，钉钉活
跃用户数排名第一，且超过第二至
第十名活跃用户数的总和。最近几
年，钉钉的快速发展带火了中国的
企业服务市场。

在方永新看来，优秀的企业家不
是管员工，而是建设企业文化，与员
工真心沟通交流。方永新说，通过使
用钉钉，人和事更加清晰高效，让优
秀的员工、更好的团队浮现。有这样
认识的企业，员工使用钉钉不会是束
缚，反而是成长。

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钉钉企业服务事业部总经理方永新：

钉钉让人和事更加清晰高效

乌拉圭外交部长鲁道夫·尼恩·诺沃亚：

乌拉圭愿做“一带一路”在南
美共同市场的桥头堡

“中国一直是乌拉圭重要的贸易出口
国，乌拉圭对外贸易27%都来到中国市场，
其中乌拉圭的食品占到了绝大部分。”乌拉
圭外交部长鲁道夫·尼恩·诺沃亚8月 23日
说，乌拉圭希望能够成为“一带一路”在南美
共同市场的桥头堡，成为“一带一路”进入南
美共同市场的门户，同时，乌拉圭也将为南
美共同市场搭乘“一带一路”快车提供全方
位的服务。

在本届智博会上，乌拉圭搭建了自己的展
区。鲁道夫·尼恩·诺沃亚说，乌拉圭希望通过
智博会的契机，吸引更多的重庆企业到乌拉圭
投资。

比利时安特卫普省省长代表萨拉·戴克敏：

比利时将和重庆在微电子研
发和清洁能源方面展开合作

“我们这次带来微电子研发和清洁能源方
面的企业参加智博会。”8月23日，比利时安特
卫普省省长代表萨拉·戴克敏说，作为友好城
市，重庆一直是安特卫普最看重的合作伙伴之
一。

戴克敏说，此次来到智博会现场的VITO
公司，是欧洲清洁技术和可持续发展领域领先
的独立研究和技术机构，从2004年开始与中
国的政府机关和研究机构展开国际层面的合
作。带着VITO来参会的目的，是为了与重庆
政府达成进一步的合作。“目前，我们已经与重
庆市环保局建立了联系，双方都希望能将VI-
TO的技术运用到重庆的城市环境治理当中
来。”

荷兰橙色体育论坛主席Camil：

将在中国建成3座WEPARK
体育公园

在本届智博会现场，荷兰将自己的展馆变
成了一个智能足球运动的体育场，中荷运动创
新成果——WEPARK数字化快乐运动体育公
园，也正式揭开了神秘面纱。荷兰橙色体育论
坛主席Camil说，到2020年，荷兰将在中国建
成3座WEPARK体育公园，其中一座极有可
能落户重庆。

Camil说，这个智能体育公园内的球场不
同于我们平时看到的足球场，它是一块约足球
球门大小的智能平板。但神奇的是，球被用力
踢到上面，平板不仅不会被踢坏，还能通过球
速，计算出球的速度和力量，从而引导踢球者
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据了解，该“球场”只要10平方米就可安
置一块，既适用于专业足球运动员的训练，也
可用于学校、体育场等地。目前在欧洲部分足
球俱乐部、社区公园等已有应用。

英国威尔士SPTS科技公司代表林英杰：

“智博会给了我们一个很好
的展示平台”

“智博会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
8月23日下午，英国威尔士SPTS科技公司代
表林英杰表示，公司将在智博会上寻找更多的
合作机遇，积极助力重庆智能产业发展。

SPTS科技公司是主要服务于半导体产品
的生产企业，处于智能产业链的上游，与重庆
万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华润微电子有
限公司等企业都有很好的合作。

林英杰非常看好重庆的大数据智能化发
展，尤其是5G网络建设。“5G建设将给智能产

业带来很多新的机遇。”

美国帕罗奥图市议员格雷格·田中

当好桥梁 让更多创新人才
聚集重庆

“智慧城市用技术推进人与人之间的沟
通，也节省了时间。”美国帕罗奥图市议员格
雷格·田中介绍，过去五年，帕罗奥图市开发
了几十个在线的平台，包括完全电子化的图
书馆，所有的信息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使用
和检索，大大节省了人们的时间，也提高了阅
读效率。

格雷格·田中说，智能化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而这样的改变，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创新
人才就是“动力源”。

目前，帕罗奥图市与重庆有大学交换生的
项目，这有利于两座城市创新人才的交流与成
长。

格雷格·田中说，在智博会上，他看到了重
庆智能产业发展的良好前景与环境。他愿意
当好桥梁，让更多创新人才在重庆聚集，助推
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发展。

紫光股份董事长兼新华三首席执行官于英涛：

在渝智能安防项目已完成注册

紫光集团众多项目落地重庆，目前进展如
何？8月23日，紫光股份董事长兼新华三首席执
行官于英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项目正有
序推进中，如重庆紫光华山智安已完成注册，未
来三年将突破100亿元销售收入。

于英涛透露，紫光在渝投资30亿元设立
的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公司已于6月
完成注册，已有300人团队，预计到明年底团
队规模将突破2000人。目前紫光与重庆的合
作正努力推进之中。

北京思源政通科技集团执行总裁王弢：

一个APP让市民畅享城市所
有服务

出行只需带一部手机，通过一个APP即能
坐公交、乘地铁、信用支付、看病就医，体验政
务服务、社区服务等。吃穿游、购娱行，看似不
能通过同一应用实现的场景，思源政通正逐步
将其变为现实。8月23日，前来参加智博会的
北京思源政通科技集团执行总裁王弢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实现一个APP畅
享城市所有服务。

思源政通正与重庆渝中、南岸、九龙坡等
区县试点打造“无卡城市”，让老百姓通过APP
可以享受公共交通、政府缴费、公共商业等支
付服务，通过手机虚拟卡享受实体卡的所有服
务。

蚂蚁金服副总裁彭翼捷：

高品质生活需要更多“暖科技”

8月23日，围绕“智能化应用与高品质生
活”，阿里巴巴合伙人、蚂蚁金服副总裁彭翼捷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科技发展不仅需要“黑
科技”，还需要更多贴近市民生活的“暖科技”，
让科技为生活添彩，而这也是大数据智能化产
业的“新风口”。

彭翼捷认为，未来不是“黑科技”的天下，
而是“暖科技”的“风口”。判断一座城市是否
进入智慧城市的门槛，不是看这座城市落地
了多少家技术公司，而是要看这座城市的每
个行业，是否能把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
深度利用起来，在它们各自的服务领域提升
用户体验。只有城市的每个行业都深度运
用了这些技术，那么智慧城市的成熟阶段才
会到来。

美团联合创始人穆荣均：

明年无人车配送将实现规模
化运营

作为国内生活服务领域的科技巨头，美团
通过人工智能等创新成果与生活服务深度融
合，开启了推动技术和效率提升的“智能化”模
式。那么，美团的“智能化”升级，将会给消费
者带来何种便利呢？此次智博会现场，记者专
访了美团联合创始人穆荣均。

美团此次带了L4级别的无人配送车，未
来市民何时能体验到无人配送车送餐的场
景？穆荣均称，美团的无人配送车已经在真实
的场景里试运行，今年5月美团在上海松江大
学城配送外卖订单已经超过1000单/天。目
前新一代的无人车在雄安新区开始测试，预计
9月会正式试运营，明年将在部分片区实现规
模化运营。

中科曙光高级副总裁任京暘：

计划在渝建设先进计算中心

本届智博会，中科曙光携一系列以智能计
算、大数据为代表的先进计算产品及解决方案
亮相。

中科曙光高级副总裁任京暘说，重庆市是
我国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区位优势突出，产
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良好，这促成曙光公司
将多项业务与合作落地于此。

任京暘还表示希望重庆能建立先进计算
中心，以此推动智能产业发展。“既能够兼顾当
下，又可以放眼未来。我们计划在重庆建设先
进计算中心，希望能以先进计算为抓手，推动
重庆的大数据智能化的发展。”

（本栏稿件由重报集团记者李晟、刘波、冯
锐、陈翔、陈竹、张宇、孙磊、王淳采写）

“在转型升级后，中国通服全力
致力于‘数字中国’建设，在智慧城市

领域已经开发了 20 多种智能产
品。”8月23日，步入智博会新闻会
客厅，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通服”）副总经理梁
世平首先向记者介绍了中国通服的
背景。

本届智博会，中国通服展示了国
内首个智慧社会产品。“中国通服的

‘福门’智能社区平台，在重庆已经得
到了很好的应用。”梁世平介绍，“福

门”通过对人、车、地、物、事等信息的
智能采集，实现在社会治理，安全防
控、民生服务等领域的大数据分析应
用。其中在巴南区落地的智能社区
防控项目，实现了基于人脸识别的人
口动态管理，打造出基于大数据智能
化的社区安防体系。目前，福门产品
在巴南已经建成的智能社区中注册
用户30万，预计到2018年底注册用
户将达到100万。

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世平：

做平安中国的安全之门

8月23日，来自巴拿马共和国巴拿
马省省长拉法埃尔·皮诺·平托出席了

“智能生活·创新未来”重庆国际友好城

市市长圆桌会，并做客新闻会客厅。
拉法埃尔·皮诺·平托表示，重庆

市是一个发展水平非常高的城市，他
很欣赏这里的人民，也很欣赏这里的
城市建设，更欣赏这里高速、高效的
高科技发展。随着巴拿马省与重庆
成为友好城市，未来两个城市将在智
能化、贸易、文化等方面有更深入的
合作与交流。

巴拿马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
向中国取经的地方。巴拿马省选择
与重庆建立友城关系，主要是为了促
进双方的交流和相互学习。比如说
重庆可以向巴拿马学习关于物流方
面的知识，巴拿马则可以向重庆学习
科技、人工智能方面的经验。除此之
外，友城的建设还可以促进两个城市
之间的学术、文化、贸易的交流。

巴拿马省省长拉法埃尔·皮诺·平托：

巴拿马省携手重庆共建友好城市
共谋发展

“我们每天大约需要呼吸25000
次 ，约 12 立 方 米 、重 达 14 千
克……”来自瑞士的IQair中国公司

西区经理毛勇，以连串的数据道出洁
净空气和自在呼吸的重要性。作为
全球知名的室内整体空气净化方案
提供商，智博会期间IQair带来了智
能空气净化服务与smart全屋净化
解决方案。

毛勇介绍，针对不同的环境与需
求，IQair提供了属于个人的“智能生
活、洁净呼吸”方案，本届智博会上，
重点展示IQair Enterprise ser-
vice、IQair Atem与 IQair Air-

visual Pro三大智能解决方案。
IQair Enterprise service

是针对高品质楼宇、办公室和住宅全
新设计的高端定制化解决方案；
IQair Atem便携式空气净化器，
整机重量不足2千克，就能将洁净空
气 便 携 于 身 ；IQair Airvisual
Pro应用程序则是避开空气污染的
免费指南，不仅提供优质的预测分
析，还可依据室风和室外空气质量，
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建议。

IQair（艾可爱尔）中国公司西区经理毛勇：

做最智能的空气净化管家

“在韩国人心目中，重庆就代表
了深厚情义。”8月23日，出现在智博
会新闻会客厅的韩国科学技术大学

副校长朴熙均，首先对重庆这座城市
表示出特殊的好感。

“还在小学读书时，我就知道了
重庆。”朴熙均说，作为二战时期韩国
临时政府所在地，重庆在韩国人心中
有着重要的位置。第一次来到重庆
的朴熙均，在飞机上还发现这座城市
的地形地貌和植被和韩国有些类似，
更增加了他的亲近感。

作为智博会的特邀嘉宾，朴熙

均在智能化应用与高品质生活高端
论坛上，奉献了一台精彩的专题报
告。“以人为中心的智慧城市技术驱
动”是朴熙均演讲报告的主题，朴熙
均向记者介绍，15年前，韩国提出智
慧城市的发展计划，但60%的创新
最后都失败了。总结其中的教训，
朴熙均认为智能化成功的关键就是
要以人为中心，“不能为技术而技
术”。

韩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朴熙均：

智慧化成功的关键是以人为中心

8月23日，美国西雅图市智慧
城市首席顾问凯特·加尔曼（Kate

Garman）做客新闻会客厅，与媒体
记者就产业数字化发展和智慧城
市建设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沟通和
交流。

凯特·加尔曼表示，借参加中国
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这个契机，她
有幸第一次造访重庆。目前重庆和
西雅图已经结为友好城市35周年，

在西雅图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元
素，西雅图希望能多多向重庆学习。

凯特·加尔曼认为重庆打造智
慧城市的行动非常好。她建议重
点着眼于长期发展，让技术服务于
社区和民众。比如说能够帮助人
们的出行、帮助人们获得更多的信
息。

美国西雅图市智慧城市首席顾问凯特·加尔曼：

让技术服务于社区和民众

大数据智能化让生活变得无限可能

8月23日，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隆重开幕，八方宾
朋围绕数字经济智能产业，聚焦前沿科技，共谋创新发展。重报集
团记者专访了部分与会中外嘉宾，就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进行了交流。

中外嘉宾点赞智博会

重庆智能产业值得期待

如今，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大数据
智能化正飞入寻常百姓家，生活变得无限可能。8月
23日，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拉开帷幕，部分

参会中外嘉宾做客新闻会客厅，畅谈大数据智能化发
展的新特点新趋势，倡导以智能化为人民群众创造高
品质生活，真正实现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

本栏稿件由重报集团记者周小平、陈富勇、唐中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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