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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博会·动态

第二届数字经济百人会26日举行
主题为“开放共享·融合赋能——共创数字经济新生态”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8月2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科协获悉，
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数字
经济百人会将于8月26日在悦来国
际会议中心举行。

本届数字经济百人会主题为“开
放共享·融合赋能——共创数字经济
新生态”，由中国科协、工业和信息化

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重庆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电子学会和重
庆市科协联合承办。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数
字经济百人会包括专项活动、主旨报
告、专题报告、高峰对话等多个环节，
将进一步构建以开放为导向、融合为
动能、转型为目标的国际化交流合作

平台。
此次参会嘉宾阵容强大。据悉，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云经济学”
之父乔·韦曼（Joe Weinman）及中
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吴志强等专家
学者，美国苹果公司副总裁、大中华区
董事总经理葛越、阿里巴巴集团副总
裁胡臣杰等企业代表，将出席本届数

字经济百人会并分享观点及经验。
此外，来自国内外的数字经济领

域专家及从业者也将汇聚一堂，围绕
共创数字经济发展新生态等话题交流
国际先进经验。同时，本届数字经济
百人会还将举行战略合作签约、数字
经济领域重要研究成果发布等系列活
动。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8月2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科技局了解到，
由30家单位组成的“中科院军团”将
携80余个项目亮相2019智博会。

“中科院军团”的成员包括沈阳新
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中科
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中科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中科院海西创新研究院、银
河水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中科物
栖、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
究所、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
院等30家单位。

用脑波控制机器人运动

本届智博会上，新松机器人将带
来一款脑波控制机器人。这是一款集
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训练专注度、远
程咨询、课程点播等人机交互功能为
一体的高科技智能机器人，分为I型
和II型，分别面向医院与家庭用户。

“脑控机器人的最大特点是能够
用脑波控制机器人运动。用户只需集

中注意力，想象机器人在运动，机器人
便会做出前后走动与左右转动等简单
的动作。”新松机器人相关负责人称，
该款机器人装备有黑色环状的脑波
仪，内有3个电极，除可以检测到多种
脑电波信号、专注度变化外，还能检测
到用户眨眼的数据，并传输至机器人
本体，控制机器人的运动。

据介绍，该款脑控机器人填补了
国内脑电技术控制机器人的空白，可
用于特殊儿童的专注能力和自我学习
能力训练，也可用于医疗康复领域。

根据走路姿势识别目标人物

通过步态识别技术，在海量视频
中快速“揪”出目标人物，由银河水滴
带来的步态检索智能一体机“水滴神
鉴”，是全球首款步态识别商用产品，
可广泛应用于公检法、消防、部队、海
关、机场、车站、港口等领域。

“步态识别与虹膜识别、人脸识别
同为三大识别技术。”银河水滴相关负

责人介绍，实际上，我们生活中就有
“步态识别”的影子，比如当你在人群
中寻找熟悉的人，往往并不一定要看
清楚每个人的脸，而是根据走路的姿
势、大概的轮廓，就可以辨别出来。

据悉，“水滴神鉴”依托于银河水
滴全球领先的步态识别技术，其步态
识别精度达到94%，还拥有一个巨大
的步态数据库，可实现普通2K摄像机
下最远50米的远距离、跨视角识别。

5G+全景VR实现“一张图”
掌控全局

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
所基于自主研制的系列多目拼接全景
摄像机，通过5G网络传输，开发了
360 度实景VR系统以及数据云平
台，可通过VR头盔/眼镜及手机等设
备实现实时沉浸式体验，推动“5G+全
景VR”在智慧旅游、智慧教育、智慧
医疗等行业的应用落地，相关技术成
果也将亮相今年智博会。

“使用传统视频监控系统，监管
人员需要观看多个分镜头画面，很难
将零散的分镜头视频与其实际地理
位置对应。”该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此，他们开发了三维全景视频动态
虚实融合平台，在充分利用已安装摄
像机的前提下，通过在高点少量增补
全景摄像机点位，对室外场景实景建
模，室内场景虚拟建模，利用视频投
影融合、增强现实（AR）等技术，将所
有的摄像机画面进行三维投影，使二
维平面画面变为三维画面，所有摄像
机画面与三维信息进行时空关联及
融合，这样就可以实现“一张图”对大
场景的全景、实时、多角度、多维度、
全域可控，以及立体呈现与三维可
视。

同时，该平台还能将孤立的多源
传感器感知、报警、智能分析等信息
进行有机整合与智能联动，可方便、
快速地实现大场景下跨镜头目标检
测与跟踪等应用。

脑波控制机器人、全球首款步态识别商用产品、多目拼接全景摄像机……

“中科院军团”将携80余个项目亮相智博会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8月2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通信管理局获
悉，2019智博会“5G智联未来高峰论
坛”将于8月27日上午在悦来国际会
展中心喜悦厅举行。

本次论坛由智博会组委会主办，
市通信管理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承办。论坛将邀请嘉宾围绕 5G技
术、5G助力产业智能等内容发表主旨
演讲。同时，还将组织“5G国际智能

应用高峰对话”，以全球视角，探索5G
助推大数据智能化产业发展之路，为
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

市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是“5G商用元年”。预计今年9
月，各大运营商将纷纷推出5G手机
套餐。本次论坛共邀请了30余位产
学研各界重量级嘉宾，共同展望5G
的巨大应用前景。其中包括：国际电
联无线电通信部地面业务局局长尼古

拉·瓦西列夫（Nikolai Vassiliev）、中国
工程院院士丁文华、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院长刘多，中国电信集团执行副
总裁刘桂清等运营商高管，爱立信、中
兴通讯、华为等设备供应商高管，芯片
供应商高通中国区董事长孟樸，上海
飞机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应彪，阿
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刘松等5G应用代
表企业高管，长安、科大讯飞、华龙网
等一批传统制造业和科技企业高管也

将参会。
此次论坛还有很多5G应用将与

观众见面——除了部分嘉宾在论坛
上进行5G应用案例分享外，在论坛
外场，还首次设立了 5G 应用体验
区。5G手机、5G+VR、5G+智能机器
人……众多新鲜的5G应用体验将更
好地佐证5G巨大的市场前景。

另据悉，位于重庆经开区的5G
产业园也将在论坛上举办启动仪式和
专题推介。该产业园于今年8月获批
建设，园区将着眼全球5G市场导入
的战略机遇期，以构建5G核心产业
链和推进融合示范应用为重点目标，
积极打造中西部地区乃至国内重要的
5G产业发展基地。

山城论道 共话5G商用未来
5G智联未来高峰论坛将于8月27日举办

本报讯 （记者 夏元）标杆企
业的带动示范，将加快全市制造业智
能化转型步伐。8月22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我市评选出
10家“2019年市级智能制造标杆企
业”予以公示，并将在2019智博会上
进行表彰。

跻身今年市级智能制造标杆企
业的10家企业包括：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金康新能源汽车有限公
司、惠科金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隆
鑫机车有限公司、小康动力有限公
司、盟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蓝黛动

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海康威视
科技有限公司、渝江压铸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重庆桐君阁药厂有限公司。

市经信委表示，参与此次评选的
企业都在重庆市辖区内注册、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被认定为2018-2019
年重庆市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
专家组通过对申报企业的智能制造
能力成熟度进行排名，最终评选出得
分最高的10家企业。在2019智博
会智能制造高峰论坛上，将对这10
家企业授牌表彰，并推荐参加国家智
能制造标杆企业评选。

■我市评出10家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将在2019智博会上进行表彰

本报讯 （记者 韩毅）科技改
变生活，也改变文旅。8月22日，记
者获悉，作为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
业博览会系列重要活动之一的首届
中国（重庆）智慧文旅发展高峰论坛
将于8月27日在重庆君豪大饭店举
行，来自全国文旅界的专家学者、行
业精英将共同探讨“智慧文旅”发展
新模式。

本次论坛由中国国际智能产业
博览会承办委员会主办，市文化旅游
委、江北区政府、重庆日报、腾讯西南
总部等协办。

论坛邀请了中国旅游研究院院
长戴斌，中国智慧旅游产业联盟秘书
长、中智游集团首席架构师蒋骏，腾
讯云总裁潘华，南开大学教授、中国
旅游智库秘书长石培华等知名专家

学者、行业精英等，通过主题演讲等
形式，共同探索文旅行业智慧化升
级，全域文旅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
以及国内全域智慧文旅发展的最新
成果，为重庆乃至全国文旅产业的创
新发展献计献策、谋划未来。

其中，蒋骏将作题为《智慧旅游
创新与实践》的主题演讲，石培华将
作题为《中国文旅发展进入科技赋能
新时代》主题演讲，腾讯区域业务部
西区总经理、腾讯文旅产业研究院秘
书长黄顺莉将作题为《数字运营驱动
智慧文旅贴地飞行》主题演讲等。

据悉，在本次论坛上，重庆智慧
旅游研究院、重庆市全域智慧旅游协
同创新中心张云耀博士将发布《重庆
市智慧旅游发展报告》暨《重庆智慧
旅游蓝皮书》。

■首届中国（重庆）智慧文旅高峰论坛27日举行
将成立西部智慧文旅产业联盟，发布重庆智慧旅游蓝皮书

本报讯 （记者 李幸）8月22
日，“行走中国-2019海外华文媒体
高层重庆行”在市委统战部举行启动
仪式，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21家
华文媒体高层人士，将实地采访和集
中宣传报道2019智博会及重庆在推
进智能产业、数字经济、智慧城市建
设等方面的情况，向全球宣传展示重
庆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高质量
发展新格局、新形象。

此次活动由市委统战部、市委宣
传部、中国新闻社共同主办。参访人
员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澳
大利亚、日本、韩国等14个国家和地
区。

据了解，除重点参访报道2019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外，参访团
还将走进重庆两江新区、渝北区、重
庆经开区、长寿区，就重庆以大数据
智能化为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举措

和成效，以及重庆独特的历史人文环
境进行采访和报道，促进海外华人华
侨和外国人进一步了解重庆、关注重
庆、投资重庆。

“此次亲身感受重庆的魅力，定
当认真品味和记录，向世界报道和介
绍一个真实而美丽的重庆。”澳大利
亚智声文化传媒总经理张智森在启
动仪式上代表参访的海外华文媒体
表示，将把精彩的重庆故事带给全球
华人。

按照中央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要求，中国新闻社多年来持续组织
海外华文媒体高层进行“行走中国”
实地采访报道。从2008年起，海外
华文媒体高层已先后赴西藏、新疆、
重庆、上海、江西、河南、海南、四川、
云南、山东等地参访考察，对促进各
地海外招商引资、形象宣传和舆论导
向做出了积极贡献。

14个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媒体高层开启探索重庆智能制造之旅

■“行走中国-2019海外华文媒体高层重庆行”启动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8月
22日，轨道集团发布消息称，今年智
博会期间，轨道交通6号线和10号
线高峰时段最大上线列车数分别增
加至53列、20列，较平时增加13%、
25%。

轨道集团称，6号线国博支线客
运能力将大大提升，预计6号线国博
支线最大日客运量可达25万乘次、
高峰小时最大断面客流2.5万人次/
小时。

轨道集团已调整了6号线列车
运行图，确保发车间隔最短为3分
30秒。礼嘉至悦来段全天计划开行

载客列车 431 列次，载客量增幅
136%。同时，轨道集团还将开通6
号线茶园至悦来直达线路，乘客可以
乘坐轨道交通6号线在国博中心站
或者悦来站下车，前往观展。

目前，6号线国博中心站已完成
相关改造。智博会期间，国博中心站
最多可以启用22个进站通道、40个
出站通道，最大出站能力可达到约
2.5万人/小时。

同时，轨道交通10号线的发车
间隔也由目前的8分钟缩短至6分
30秒，全天计划开行载客列车311
列次，载客量增幅27%。

智博会期间乘车高峰时段

■轨道交通6号线10号线将增加列车

●在国博中心站、悦来站等站点，轨道集团设置了智博会观展导向
标识和展架等，方便乘客出行。

●国博中心站站厅及1至4号出入口、悦来站1号口设置限流栏
杆，确保乘客有序出入。

●悦来站增加4台BOM机（窗口制票机），能够有效提升大客流时车
站工作人员的票务处理能力。

●安检方面，国博中心站原有安检机2台，现增加2台；原有液检仪
2台，现增加6台；原未配手持液检仪，现增加8台，以提高安检效率。

●为及时疏导大客流，轨道集团增派了130余名车站人员和26名志
愿者队伍，在悦来、国博中心、礼嘉、园博中心、江北机场T3航站楼站和重
庆北站北广场站提供咨询和相关服务。

●在国博中心站、礼嘉站、悦来站，轨道集团还设置了便民服务点，为乘
客提供热点线路温馨提示卡、饮用水及问询服务，并增添相关防暑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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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8月22日，悦来会展城国博
中心，智博会南区展厅工作人员正在给
展位做清洁。

右图：8月22日，悦来会展城国博中
心，智博会现场设置的智能导视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