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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
览会（以下简称智博会）将于本
月 26 日拉开序幕。本届智博
会，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新加
坡、英国、意大利将担任主宾国，
设置国家馆和主题展区，开展系
列特色活动，充分展示主宾国在
智能产业领域的突出成果。

三大主宾国，此次智博会将
如何亮相，有哪些重要的嘉宾和
企业参加？带来什么样的科技展
示？以及举办哪些赛事和论坛？
8月21日，重庆日报记者提前替
你打探了一番。

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主席陈英杰：
此次参加智博会，期待通过中新两国企业之间更深

层次的合作，将新加坡和中国的数字生态发展紧密连结
起来，并通过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CCI）这一平台，继续加强与重庆的合作。

英国驻重庆总领事艾佩诗：
物联网、边际运算、联网自动驾驶、电动汽车、5G通

讯和大数据分析等等，让人类未来发展变得更加可控和
意义非凡，但更需要全世界顶尖创新技术机构同心协力
才能实现。

重庆正在成长为中国的创新中心之一，吸引着大量
的企业家、工程师和来自顶尖学府的专业人才以及风投
资本。英国也志在成为数据驱动创新的世界中心。真诚
地希望英国在此次智博会上，不仅能分享先进技术成果
和经验，还能与中国的同行们、企业家们脚踏实地地探讨
科技创新和应用合作，为人类创造美好未来。

意大利驻重庆副领事康达城：
智博会无疑是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最重要的展会之

一，重庆是中国西南地区引领智能产业的中心城市之一，
在重庆举办智博会也绝非偶然。参与智博会，对意大利
来说是与中国西南地区加强合作的绝佳契机。

目前，意大利在中国西南地区投资设厂的企业主要
集中在汽车和公共运输领域，其中包括菲亚特、依维柯，
以及最近落户重庆两江新区的UFI集团。我们将与当地
政府一道，为吸引更多意大利企业入驻重庆而努力。

话期待
新加坡：第二次担任主宾国

新加坡是上届智博会的主宾国，这次是
第二次担任主宾国。

新加坡人力部部长杨莉明将率领新加
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的相关负责人参
展。同时，新加坡电信有限公司、SKY-

LAB、新科工程、浮游科技公司、Veritag等
知名企业也将再次来渝，与重庆企业加强合
作。

英国：代表团近200人

英国国际贸易部投资部长格拉汉姆·斯
图尔特将率领迄今为止访问中国西南地区

最大规模的商务代表团参会。
据介绍，英国代表团由近200人组成，

有来自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先进制造、交
通、文化创意和教育科技等行业的40余家
企业。

这些企业中有的是创新初创公司，也有
知名跨国企业。包括智博会英国馆官方设计
合作伙伴查普门泰勒、英国国际贸易部智博
会活动合作伙伴Sage和Micro Focus，以
及英国电信、英国标准协会、英国卫星应用

弹射中心、迈凯伦、扎哈·哈迪德建筑师事务
所等众多知名英国企业和机构。

意大利：专业的汽车团队来渝亮相

随着人工智能、5G通信、大数据、云计
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汽车产
业将迈入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时代，交通出行
将实现灵活、集成、安全、经济且高效的智慧
体验。本届智博会，意大利专业的汽车团
队，包括研究机构将来渝亮相。

亮展团

▶▶▶

新加坡：展馆面积是去年的两倍

此次新加坡展馆面积接近12个网球场
大小，是去年的两倍，将提供金融科技、城市
解决方案、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和交通物流
等高科技智能化技术与产品的展示。

例如，专注于智慧旅游解决方案的浮游
科技公司，为旅游目的地提供全球领先的智
能解决方案；专注于食品安全和保障的
Veritag，通过其平台对中国市场的了解，
进行先进QR技术的开发、区块链的链接和
战略合作伙伴的支持，构建完美的食品溯源
方案；SKYLAB公司则为企业提供集成操
作控制、实时性能分析、高级网络和数据物
流云跨设备和控制器的访问。

英国：大英图书馆为你营造
“虚境城市”

此次英国展馆以“非常创新在英国”为
主题，将聚集30多家英国优秀企业全面展
示英国智能产业。

展馆内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不断挥
舞着的巨大机械手臂，它是由英国雷尼绍
公司打造的一套灵活而精准的比对测量
系统——Equator比对仪，这也是该产品
第一次在中国西部地区亮相。

届时，Equator比对仪将向观众展示如
何为手动或自动测量应用提供高速、可重复
和易用的测量解决方案，实现灵活的工业车
间制程控制。

同时，大英图书馆则会将一个全新的实
时3D环境虚拟现实（VR）体验——“虚境
城市”带来英国馆。大英图书馆驻地艺术家
迈克尔∙马格鲁德运用传统材料和前沿数字
技术，重组大英图书馆数字馆藏中的重庆和
伦敦城市地图图像及实时访客数据，创作出
信息时代的虚拟城市景观，突显文献档案和
馆藏的无限创造潜力。

重庆人民小学的同学们将把他们的学习
实验作品带到英国馆，展示如何通过使用英
国广播公司（BBC）推出的micro:bit微型电
脑开发板开展校园科技学习，以及自己编程
并手工制作的形态各异的机器人。现场观众
还可以体验用micro:bit玩孩子们创作的小
游戏。

意大利：名车展示少不了

众多意大利知名企业将为重庆市民带

来先进的智能产品：
比如，意大利莱昂纳多直升机企业展出

一架AW109型直升机；
意大利汽车品牌（法拉利 、玛莎拉

蒂 和 阿 尔 法 罗 密 欧）的代理商及经销
商运天（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将展出
一款法拉利波托菲诺和一款玛莎拉蒂
Levante；

在电力、汽车、物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
所应用的集成电路的龙头企业——意法半
导体，将展示智能工厂模型；

设计和实现在汽车领域、指挥城市以
及智能移动领域所应用的集成电子系统企
业——B810集团，展出应用在汽车领域的创
新装置；

意大利摩托车历史品牌——奥古斯塔，
近期与隆鑫集团签署了合作协议，将展出一
款摩托车。

探展馆
▶▶▶

新加坡：参加中新工业App
创新应用大赛

在赛事方面，新加坡将参加中新工业
App创新应用大赛。

在合作交流上，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
展局将联合主办新加坡—重庆服务4.0高
峰论坛；

举办新闻发布会，签署11项谅解备忘
录，并宣布中新工业App创新应用大赛的
获胜者。

英国：举行首届中英“智在未
来”智能产业合作高峰论坛

英国代表团还将举行首届中英“智在未
来”智能产业合作高峰论坛，聚焦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的前沿技术，分享中英两国对智慧
城市发展的思考与创新实践，探讨人工智能
对加速智慧城市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以及中
英两国在未来城市设计、智慧生态建设、智
能技术应用等领域的合作空间。

论坛还为出席活动的中英企业安排一对

一商务对接环节，寻找潜在的合作伙伴，启动
第五届英国国际贸易部金融科技大奖赛，支
持金融科技企业在英国设立分支机构。

英国国际贸易部还将发布《中英人工智
能报告》，推动中英在该领域的合作，举行包
括云服务、软件设计、智慧金融、区块链、大
数据、科技教育、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在内
的新产品发布和签约仪式。

意大利：聚焦中意汽车大数
据与智慧交通合作

意大利代表团带来的最大惊喜就是举
办第一届中意汽车大数据与智慧交通产业
发展高峰论坛。

本次论坛聚焦汽车大数据与智慧交通，以
“数联万里，智行天下”为主题，近百位来自中国
和意大利的相关领导、权威研究机构、高校专家
以及汽车整车厂、充电桩、共享出行等相关企业
高管齐聚一堂，共议汽车与交通行业发展未来。

论坛上，还将以“汽车大数据未来发展
趋势”和“智慧交通未来发展趋势”为题展开
两场中意圆桌会互动，每场圆桌会将由六位
嘉宾带来思想碰撞的火花，共话汽车大数据
与智慧交通发展的前沿技术和最新趋势。

届时，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还将与意大
利摩德纳雷焦艾米利亚大学、CSI-Piemon-
te信息系统联盟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增进合
作交流，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的目标。

看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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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在展会上由主办方确定以某一国家（尤其是该
国文化）为主题进行宣传，这个国家即是主宾国。

除参加展会外，主宾国要配合展会搞一些文化
活动，在展会前后形成比较大的宣传攻势。主宾国
可以看成是第二个“东道主”。

主宾国享受的各项待遇，是普通参展国所不能
比拟的，成为主宾国，也是对国家形象的有效宣传。

什么是主宾国

8月20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中央登录厅，工作人员正在布展。 记者 张锦辉 摄 今年智博会上，英国展馆将带来“虚境城市”体验。 （大英图书馆供图）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8月23日12：00－2019年9月12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将择
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时间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和相关资料并
进行报名，联系电话：023-63628117，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人：王先生。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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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业、住宅类

序号

19124

19125

土地位置

渝北区两路组团I分区I21-2-1/04号宗地

沙坪坝区曾家镇莲花湖片区组团A分区A01-3/
05号宗地

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土地面积
（㎡）
39360

26558.3

总计容建筑面积
（㎡）

≤59040

≤37181.62

最大建筑密度

≤35%

≤30%

绿地率

≥30%

≥35%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29166

13014

备注

19126

二、工业类

序号

G19037

G19038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U标准分区U4-4-5/06、U4-
4-4/06号宗地

土地位置

渝北区唐家沱组团C分区C3-23/03号宗地

两江新区鱼嘴组团Q分区Q15-1号宗地

二类居住用地、文化设施用地

用途

一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162249

产业类别

输配电及控制设
备制造

通信设备、计算
机及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318009

土地面积
（㎡）
71575

90744

≤35%

可建面积(㎡）
或容积率

0.7≤容积率≤1.5

1.0≤容积率≤1.5

≥30%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7500

≥5000

171080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15000

≥10000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4868

2287

备注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渝北区生态环境局关于唐家沱组团
C3-23/03号地块拟新建输变电成套设备配套产品生产基
地项目环保征求意见的复函》（渝北环函〔2019〕160号）。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关于两江
新区龙兴组团A5-5号地块等4宗建设用地环保意见的函》
（渝环两江函〔2019〕188号）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序号G19037-G19038两宗地以网上交易方式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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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英国 意大利

三大主宾国，智博会将如何亮相
本报记者 余虎 杨铌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