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特尔
企业简介：英特尔是

美 国 一 家 主 要 以 研 制
CPU（中央处理器）的企

业，是全球最大的个人计算机CPU制造商。
参会项目：英特尔FPGA智能创新国

际大赛的半决赛和决赛。

谷歌
企业简介：谷歌是

一家位于美国的跨国
科技企业，业务包括互联网搜索、云计算、
广告技术等，同时开发并提供大量基于互
联网的产品与服务。

参会项目：谷歌将展示最新的谷歌地
球VR设备。

高通
企业简介：

高通公司是全球
通讯领域研发的领先企业，向全球多家制
造商提供技术使用授权，涉及世界上几乎
所有电信设备和消费电子品牌。

参会项目：高通将展示其在智能手机、
5G、AI等领域的产品。

SK集团
企业简介：SK集

团是韩国第三大跨
国企业，主要以能源

化工、信息通信为两大支柱产业。
参会项目：SK集团将展示其研发的半

导体产品。

华为
企业简介：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
信息与通信技术解决方

案供应商，专注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参会项目：华为将以“构建万物互联的

智能世界”为主题，布置超过500平方米的
展区，为观众带来独特的观展体验。

阿里巴巴
企业简介：阿里巴

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是全球电子商务著

名品牌，是全球国际贸易领域内最大、最活
跃的网上交易市场和商人社区。

参会项目：阿里巴巴将举办2019阿里
云数字中国行·重庆城市峰会。

腾讯
企业简介：

腾讯是我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之
一，也是中国服务用户最多的互联网企业之
一。

参会项目：腾讯将搭建一个1000平方
米的企业展台，展示内容主要分为“科技”和

“文化”两大部分，包括腾讯云、腾讯AI、腾讯
新文创项目敦煌等项目将进行现场展示。

百度
企业简介：全球最

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及
最大的中文网站，全球

领先的人工智能企业之一。
参会项目：百度与金龙客车合作生产

的全国首辆商用级无人驾驶电动车阿波龙
2.0，将首次亮相。

中国电信
企业简介：中

国 电 信 股 份 有限
公司是我国特大型

国有通信企业、上海世博会全球合作伙伴，
连续多年入选“世界500强企业”之列。

参会项目：中国电信将设置5G体验区。

中国石油
企业简介：中国

石油是我国石油与
天然气领域内最大的生产及销售企业之一。

参会项目：中国石油将设展区，让观众
了解智能化在石油开采运输中的应用。

（此为部分参会名单，以企业现场实到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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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川崎、英特尔、华为、阿里、中兴……

世界500强“驾到”将为我们带来什么
本报记者 杨骏 实习生 余大凯

1985年，重庆乃至全国的汽车
行业迎来了一件大事。

重庆汽车制造厂与日本五十铃
合资，正式成立了改革开放以来重
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庆铃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它也是全国第一
家中日合资的汽车生产企业。

“五十铃是世界 500 强企业。
也就是说，五十铃是首个与重庆成
立合资企业的世界500强企业。”市
商务委外资外事处相关负责人说。

在此之后，更多汽车领域的世
界500强企业进驻重庆，包括福特、
通用、现代等。借助这些世界500
强企业之力，重庆成为全国四大汽
车生产基地之一。

当然，世界500强企业在重庆
布局的领域远不止汽车——

惠普、华硕、宏碁、富士康等企
业入驻重庆，带动重庆成为全球领
先的电脑、打印机生产基地之一；

苏伊士环境、胜科等参与我市
供电、供水、污水处理、能源管理等
公用事业建设；

万豪、喜达屋等集团旗下酒店
进驻重庆，提升了重庆酒店的“档

次”，助力重庆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花旗银行、三井住友银行、大都

会人寿等外资银行和保险企业入
渝，利宝互助保险公司将其中国总
部设在重庆，进一步促进了我市金
融业开放和创新；

来自市商务委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底，共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
德国、日本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287
家世界500强企业在重庆开拓了业务，
主要布局于汽车、电子、金融等行业。

近300家世界500强企业布局重庆
本报记者 杨骏 实习生 余大凯

永久落户重庆的中国国际智能
产业博览会（下称智博会），吸引了全
世界的目光。其中不乏一些我们耳
熟能详的世界500强企业的身影。

世界500强企业，是由美国《财
富》杂志按企业年总营收评选出的全
球最大500家企业。对一个区域而
言，世界500强企业“驾到”，对当地
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8月19日至22日，重庆日报记
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将有一大批世
界500强企业在本届智博会上展示
其智能产品或服务，还有一批世界
500强企业高管以嘉宾身份出席，在
重庆掀起一场“头脑风暴”。

500强积极参与智博会

6月11日，我市举行第二届智
博会首场新闻发布会。会上透露，
小米公司董事长雷军将以嘉宾身份
出席本届智博会。

今年，小米公司新晋世界500强
企业名单。而在去年4月，重庆与小
米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大数

据智能化产业领域展开一系列合作。
以嘉宾出席本届智博会的世界

500强企业高管还有不少，包括：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高通公司中国区
总裁孟檏、丰田汽车中国总经理前川
智士、福特汽车集团副总裁陈安宁、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腾讯
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

还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将在
本届智博会上展示其创新产品及服
务，有的世界500强企业则参与举
办了部分主题活动、赛事。

记者获悉，截至目前，高通、索
尼、川崎、英特尔、施耐德、三菱电
机、SK海力士、华为、阿里、中兴等世
界 500 强企业将确定参加本次盛
会。

其中，英特尔还将携手智博会
组委会，共同举办本届智博会主题
赛事之一——2019智博会智能创新
国际大赛。该赛事吸引了超过11个
国家和地区的400余支队伍参赛。

目前，大赛分赛区已全部结束，
包括6支国际团队在内的24支参赛

队脱颖而出，智博会期间将再次聚
集重庆进行半决赛和决赛。

500强助力重庆智能产业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
增强，一批中国企业尤其是新兴经
济领域内的企业，相继进入世界500
强企业榜单。其中，有不少企业在
重庆大数据智能化领域布下了重要

“棋子”——
今年1月，阿里巴巴重庆智能中

心正式落户两江新区服务贸易产业
园。

不到一年时间，阿里巴巴旗下
阿里云、B2B、菜鸟、阿里集团客户
体验事业部等经营团队，均已正式
入驻该产业园。

阿里云中国区副总裁陈斌表
示，阿里巴巴将通过云计算、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技术，持续促进重庆及
两江新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在两江新区的另一端，落户于
互联网产业园的腾讯西南总部也已
建成，计划在本月内正式投用。

腾讯公司副总裁、西南区总经
理蔡光忠称，下一步，腾讯将加大在
渝投资力度，在智慧城市、智慧政
务、智慧旅游、智慧医疗、智慧教育、
智慧交通等方面与重庆展开更深入
的合作。

未来，腾讯将依托其西南总部、
西部云计算中心等布局更多标志
性、引领性、带动性项目，助力重庆
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

华为也在重庆进行了大数据智
能化产业的布局。8月8日，作为华
为在全国布局的一个重要节点，华
为涪陵云计算大数据中心正式投入
运营。

目前，华为涪陵云计算大数据
中心基于华为云数字平台，促进涪
陵区40多个企业及机关事业单位、
70多项业务系统“上云”。未来，该
中心将打造成为西南地区有重要影
响力的云计算产业示范基地。

3000余家智能化企业集聚重庆

不少国外的世界500强企业也

在重庆布局大数据智能化产业——
5月28日，川崎重工与重庆方

面签署川崎6轴机器人制造及集成
项目投资协议，标志着双方在机器
人及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合作进入新
阶段；

7月26日，奥特斯宣布与重庆合
作，将新建一座工厂，生产应用于高性
能计算模组的高端半导体封装载板；

今年三季度内，SK海力士重庆
芯片封装项目二期工程将正式投用，
届时，重庆公司将成为SK海力士在
全球海外最大的封装测试基地……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重
庆正大力推进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
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着力构建“芯屏器核网”产业体系，
世界 500 强企业对重庆的贡献明
显。

截至目前，重庆集聚了包括奥
特斯、SK集团、川崎等在内的大数据
智能化企业3000余家。2018年，重
庆智能产业销售收入达到4600多
亿元，增速超过10%。

第二届智博会将于8月26日开
幕。世界500强企业、全球芯片行业巨
头——英特尔公司将参加此次盛会。

英特尔将参与智博会的哪些活
动？英特尔与重庆将如何展开深层
次合作？8月20日，英特尔中国战
略合作与创新业务部董事总经理、
英特尔创新加速器总负责人李德胜
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为何会选择落户重庆

重庆日报：去年底，英特尔选择

将 FPGA 中国创新中心落户在重庆
西永。英特尔方面为何会作此选择？

李德胜：英特尔FPGA中国创
新中心，是我们在全球布局最大的、
亚洲唯一的FPGA创新中心，与大
数据智能化领域关系密切。英特尔
非常重视这个项目。

落户重庆之前，我们考察了很
多城市。经过一系列调研，我们发现
重庆在发展大数据智能化方面有独
特的优势，从而最终选择落户重庆。

首先，重庆具有发展大数据智
能化产业的战略眼光与决心。大数
据智能化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不
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一个城市具
有长远的战略眼光。

重庆政府层面高度重视大数据
智能化发展。英特尔FPGA创新中
心从选址到落户，再到投入运营，得
到了各个层面的大力支持，这让我
们看到了重庆的诚意，也看到了重

庆发展大数据智能化的信心。
其次，重庆的产业布局契合英

特尔的发展规划。近年来，重庆在
大数据智能化方面发展迅速，产业
链也逐步完善，人工智能、无人驾
驶、5G应用等都发展得很好，这些
都是吸引英特尔落户的重要原因。

此外，重庆的区位优势、政策优
势明显，对人才有很强的吸引力。
我们选择落户位于重庆的西永微电
园，就是出于人才方面的考虑。

为重庆带来四大利好

重庆日报：英特尔FPGA创新中
心落户重庆后，将为重庆大数据智
能化发展带来哪些利好？

李德胜：总体来说，有四大利
好。第一，FPGA应用广泛，与大数
据智能化息息相关。FPGA创新中
心的发展，有利于重庆推动大数据
智能化的应用。

第二，英特尔PFGA中国创新
中心的一个目的，便是培育、吸引大
量相关人才，这必然会为重庆大数
据智能化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第三，该中心落户后，会“接入”
英特尔更多的合作伙伴和创新团
队。

第四，该中心的最终目的是打
造FPGA生态高地。所谓生态，并
非只有FPGA本身，必然涉及很多
大数据智能化领域的技术、应用
等。届时，重庆就能成为中国乃至
世界的FPGA示范地，从而助力重
庆打造大数据智能化高地。

FPGA大赛吸引400支队伍参赛

重庆日报：本次英特尔与智博
会组委会联合主办了英特尔 FPGA
智能创新国际大赛。这是出于什么
考虑？

李德胜：我们希望举办一个在

行业内有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有
热度和吸引力的大赛，智博会的定
位就是国际化、专业化，这与我们的
定位一致。

事实也证明，这是一次双赢的
合作。借助智博会的品牌影响力，
来自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的400支
队伍踊跃报名参赛，其中不乏一些
国际团队。

赛后，我们将与西永微电园一
起，与获胜团队、优秀团队、有潜力
的团队对接，尽力促成其入驻重庆、
入驻创新中心。

英特尔深度参与智博会

重庆日报：今年英特尔将参加
智博会哪些活动呢？

李德胜：除了英特尔与智博会
组委会联合主办的英特尔FPGA智
能创新国际大赛，英特尔全球高层
领导、英特尔高级副总裁兼网络及
客户定制芯片事业部总经理丹尼
尔·麦克纳马拉(Daniel McNa-
mara)，将以嘉宾身份出席这次大
会并发表主题演讲。

另外，英特尔在展会现场也
设置有展台，将展示我们在大数
据智能化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大
赛成果。

英特尔中国战略合作与创新业务部董事总经理李德胜

助力重庆打造大数据智能化高地
本报记者 杨骏 实习生 余大凯

智博会·人物专访

智博会·延伸阅读

智博会·参展企业

这些500强
将参加智博会

在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工作人员正在阿里云创新中心(重庆)办公。（资料图片）
记者 张锦辉 摄

李德胜。 （英特尔公司供图）

位于两江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的腾讯西南总部大厦，定位为智慧创新型
总部大厦。（资料图片） 记者 罗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