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7CHONGQING DAILY

2019年8月24日 星期六
责编 许阳 美编 丁龙

作为国内智能化领域的头部企业，阿里巴
巴、腾讯、华为、京东方、科大讯飞等带来不少新
奇科技。

阿里巴巴秀出“农业大脑”

阿里巴巴将在智博会上秀出“农业大脑“，
种菜、养猪、数据分析等样样在行。

阿里巴巴有关负责人介绍，“农业大脑·种
植”将AI（人工智能）与农业种植深度融合，可
采集并监测农作物生命周期及生长环境的关键
数据，生成智慧农事决策，再通过无人机等智能
设备实现智慧灌溉、施肥等。

“农业大脑·养殖”则将AI与养殖深度融
合，全链路监测分析猪的生命周期数据，再运用
合适的养殖方法，可以让每头母猪每年多产崽
3头，死亡淘汰率降低3%。

此外，“农业大脑”还擅长数据分析，如柠
檬指数大屏通过可视化技术直观地展现潼南
柠檬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市场影响力，与世界
其它顶级柠檬产地进行横向对比，强化优势，
发现不足，以此帮助规划潼南的柠檬产业布
局。

据介绍，此次智博会阿里巴巴展台以“智慧
重庆，智境未来”为主题，除“农业大脑”外，阿里
云、蚂蚁金服、达摩院、阿里人工智能实验室、淘
宝、钉钉、高德、盒马等业务单元也将参展。

腾讯推出数字创意产品

腾讯展台极致打造腾讯“科技+文化”品牌
特色。科技展区聚焦腾讯大数据智能化板块，
汇集数字重庆、智慧政务、智慧出行、智慧零售
等多线业务。

比如腾讯文化展区将呈现数字技术与文化
创意融合——

腾讯推出数字创意活动——“敦煌诗巾”，
参观者可以现场扫码，获得专属自己的、个性化
的“敦煌诗巾”；

腾讯首款AR（增强现实技术）探索手游——
《一起来捉妖》也将在展区亮相，该游戏推出
5只博物馆系列妖灵，让你在大呼酷炫之余，也
能关注生活、关注文物；

腾讯还将携手重庆本地“非遗”——丰都叶
脉画、荣昌折扇、荣昌夏布画等，让参观者在智
博会现场感受传统文化的新活力。

华为展示鲲鹏产业生态

华为在中央大厅设立了超过500平方米的
大展台，以“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为主题，

围绕“打造数字中国底座”“行业+AI，让生活更
美好”两大展区，展示华为智能产业领域的智能
设备和解决方案。

在华为展台，不仅可以享受 5G和麒麟
7nm SoC带来的畅快体验，还能够感受智慧
教育、智慧医疗等行业解决方案和全栈全场景
AI、鲲鹏云服务等一系列“黑科技”。

值得一提的是，华为计划在未来5年之内
投资30亿元用以发展鲲鹏产业生态，推动构建
开放、合作、共赢的鲲鹏计算产业。

本届智博会上，华为还将基于鲲鹏生态，与
重庆各界展开深度合作，通过云服务的方式全
面释放鲲鹏算力，建设全栈（芯片、管道、网络、
云端）的鲲鹏IT基础设施及行业应用，培育和
发展一批鲲鹏计算产业上下游企业。

京东方带来8K超高清显示

今年，京东方将带来8K超高清显示、智慧
零售、移动健康等物联网解决方案。

通过文博展示系统，京东方将画作“搬到”
8K超高清屏幕上，不论是花草枝叶的脉络，还
是昆虫的翅膀纹理、毛孔，都栩栩如生地展现在
参观者眼前。

京东方搭载RFID（射频识别）技术的智
能零售柜，则能在100毫秒内快速识别出顾客
拿取的商品。智能零售柜内的电子标签，可以
让管理者在1秒内统一管理商品价格、调整
优惠折扣，不仅可以让顾客体验到更加快捷
的消费方式，也能为管理者经营零售店带来
便利。

此外，京东方还展示了无创多参数检测仪、
智能睡眠仪、智能体脂秤、血压计等智慧健康端
口设备。结合移动健康App，不仅能采集用户
健康数据、出具健康报告，还可以为用户提供
AI疾病风险预测、在线问诊、体检挂号等就医
服务。

科大讯飞星球等你探索

首届智博会，科大讯飞搭建的展区，让观众
体验了“8D交通”。今年，科大讯飞展区又来了
一个神秘莫测的“讯飞星球”。

科大讯飞在S3馆S3002号展位设置了大
面积展区，将展示旗下各产业人工智能的创新
应用和解决方案。

在该展区，观众可以体验AI技术在生活中
的应用。科大讯飞设置了故事性强、环环相扣
的AI之旅，对爱玩爱探索的观众来说，极具吸
引力。

智 能 化 巨 头
给你一串“惊喜”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记者 杨骏 实习生 孙天然

成为国内首批5G试点城市、本月开卖5G
手机……这些在重庆发生的大事，意味着5G
已进入我们的生活。

本届智博会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
电信三家通信运营商均以5G为主题在S5馆布
展，市民可去感受“5G生活”。

5G立体拍照1分钟内取图

在中国联通展台，有一块区域被环形钢架
圈了起来，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环形钢架呈现
约60度倾斜，钢架上分布了数十台摄像机，全
部对准中心位置。

展台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立体拍照”装
置名为“5G+子弹时间”项目。该项目通过众多
摄像机进行360度拍摄，拍出来的照片不再只
是平面的，而是呈现立体的感觉。

“就像《黑客帝国》中躲子弹的场景一样，可
以从多个角度观察一个场景。”该负责人解释
说。

同时，这一装置还使用了5G技术，可以将
拍摄情况传到后方处理，然后回传现场并生成
二维码，整个过程只需要1分钟左右。参与者
只要扫这个二维码，便可以看到自己刚刚拍摄
的立体照片。

此外，中国联通展台还展示了5G的多项
应用终端，如5G手机、5G智能音响、5G路由器
等。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联通在本届智博会还
有四个外展场：礼嘉生态城、国博智慧广场、南
岸智谷、仙桃国际大数据谷，这些外展场还将展
示5G无人清洁车、无人机巡检、VR全景直播、
BRT智能公交等项目。

“远在千里”可遥控开车

中国电信展台以“5G引领未来，共筑美好
生活”为主题，展现了5G在政务、制造、交通、

教育、医疗、媒体等各领域的应用。
整个展台设置了5G+智慧城市、5G+智慧

产业、5G+智慧家庭等板块，还有一些市民可参
与的5G应用体验项目。

5G远程驾驶体验是中国电信展台一个亮
眼的项目。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展台内
布置了一台类似于“赛车模拟游戏机”的设备，
可坐在一个“车架”里操控方向盘、油门、刹车等。

体验者的正前方有一块大屏幕，显示的正
是被远程操控的汽车。换句话说，体验者可以
在“千里之外”开车。

据了解，5G远程驾驶基于5G网络高带宽、
低时延的传输特性，实现车辆的远程操作及控
制。

5G+VR（虚拟现实技术）场景化教学是中
国电信展台的又一重点。该项目利用VR/AR
（增强现实技术）与教育结合，将抽象的学习内
容可视化、形象化，为师生提供互动化、个性化、
沉浸式的课堂教学体验。

5G+AR，实现“让历史说话”

戴上VR眼镜，骑上5G+VR动感单车，体
验者的眼前、“脚下”便呈现高山、平地、丘陵、河
流。虽然只是原地蹬车，却如同骑行万里。

这是中国移动展台展出的5G+VR动感单
车项目，为人们带来逼真的虚拟现实体验。

通过5G+VR技术，中国移动还把5G+超
感体验项目——“重庆长江索道”搬到现场。

5G+智能家居也是中国移动展台的一大亮
点：智能窗帘能够根据光线、温度、人的距离进
行调节、开启和关闭，智能烟感装置可自动拨出
119报警电话……

把5G与AR技术集合，实现“让历史说
话”——中国移动通过这一技术，布展了AR画
廊和博物馆，实现“让名作说话”“让文物说话”

“让历史说话”，观展市民可以足不出户，就能用
全新方式学习历史、接触文化。

到 智 博 会 上
体验“5G生活”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记者 杨骏 实习生 孙天然 余大凯

8月23日，展馆里可以现场体验用5G技术进行360度无延时拍照的
震撼效果。 记者 罗斌 摄

8月23日，川崎（重庆）的技术人员正在调试协作双臂机器人。
记者 崔力 摄

本报讯 （记者 李幸）8月23
日，“行走中国—2019海外华文媒
体高层重庆行”参访团走访重庆两
江新区，了解两江新区如何深入推
进智能化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

在金康新能源两江智能工厂，
1000台机器人聚集在冲压、焊装、
涂装、总装，以及电池PACK和充
电检测车间，贯穿了整个生产线的
焊接、涂胶、滚边、工位间输送、大件
上料等生产环节，既提高了汽车生
产过程的可控性，也减少了生产线
的人工干预。《英国侨报》副总编曹
爱娟不禁发出感慨：“没想到重庆已
将智能制造转换成先进生产力，中
国人工智能技术已不输国外。”

人脸识别、跨镜追踪、3D 重
建……在云从科技展厅内，参访团
一行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触角深入
到金融、安防、教育等多个领域，发
出阵阵赞叹。事实上，云从科技展

厅展现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折射
出的是两江新区从智能制造、数字
经济、科技创新、智慧城市等方面
入手，扎实推进智能产业的成效。
今年4月，位于两江数字经济产业
园的紫光集团重庆大楼正式投用；
6月，阿里云创新中心（重庆）在两
江数字经济产业园投用……今年
上半年，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新增
数字经济企业415家，园区聚集数
字经济企业超4000家。随着紫光
集团、腾讯、猪八戒等行业龙头纷
纷“抢滩”，物联网产业协同创新中
心、“村村旺”农村电商综合服务平
台等相继投用，两江新区数字经济
集群不断壮大，能级不断提升，生
态不断完善。

参访团一行认为，两江新区正
全方位推进大数据智能化与传统行
业的融合发展，在高质量发展道路
上加速奔跑。

■海外华文媒体参访团走进两江新区
点赞智能制造跑出“加速度”

本报讯 （记者 夏元）要推动
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智能机器
人是重要助力之一。重庆日报记者
8月23日从智博会承委办获悉，本
届智博会专题论坛之一——智能机
器人高峰论坛将于8月27日在国博
中心举行，来自国内外智能机器人
产业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人士等
500余名嘉宾，将围绕智能机器人研
发生产、技术融合等展开对话交流。

本次论坛由智博会组委会主
办，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机器
人产业联盟承办，重庆智能机器人
研究院、俄罗斯机器人协会协办，会
议主题为“智连未来”。主办方称，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型传感等

技术快速发展，机器人拥有更加聪
明的“大脑”和更加敏锐的“感觉器
官”，推动人机交互实现智能技术交
叉融合，正成为机器人产业领域的
热门话题及攻关方向。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封锡
盛，国家“外专千人计划”专家、日本
电气通信大学客座教授新井健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机器人实验室主
任陈小平，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
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曲道奎等产学
研人士，将围绕智能机器人前沿技
术、核心产品等发表专题演讲并展
开圆桌对话。此外，论坛还将现场
发布关于机器人发展重点与发展路
径的报告。

■智能机器人高峰论坛8月27日举行
将发布机器人发展重点与路径报告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8月
23日，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直属支
队发布消息称，智博会期间，将在国
博中心N8、S1和S8馆附近设三个
出租车发车点和落客点，方便参展
嘉宾和市民出行。

据介绍，三大出租车发车点和
落客点的具体地点为：N8馆旁边的
出租车停靠北站、S8馆旁边的出租
车停靠南站和S1馆旁边。届时，执
法人员将在这三个发车点指挥交
通，提供指路、咨询等服务。

直属支队提醒，在这三个发车
点，参会嘉宾和市民只要扫一扫二
维码，即可获得《智博会出行服务指
南微信H5页面》，里面有详细的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参会须知、注意事
项、投诉维权、失物招领服务等信
息。

目前，直属支队已将《智博会出
行指南》及《智博会巡游出租汽车出
行中英双语温馨提示》纸质宣传资
料，投放到国博中心会场、重庆北
站、重庆西站、机场等交通枢纽地区
及各大商圈等20多个勤务点，需要
者可现场领取。参会嘉宾和市民还
可关注微信公众号“重庆市交通行
政执法总队”，获取出行服务指南及
相关资讯。

据悉，智博会期间，执法部门还
将在主城五圈（解放碑、杨家坪、观
音桥、沙坪坝、南坪商圈）、四站（菜
园坝站、北站、西站、机场）、三点（洪
崖洞、两江游、长江索道）、两区（旅
游车发车区、非法客运聚集区）、一
线（红岩联线至磁器口）和各大星级
酒店区域，设执法勤务检查点，加大
对违法违章出租车的查处力度。

■国博中心将设三大出租车发车点
扫二维码可查智博会出行信息

本报讯 （记者 李珩）8月23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新型医疗
产业链开园仪式暨医疗创新峰会上
获悉，作为2018智博会重点引入项
目，重庆新型医疗产业链项目已落
户渝中区，共有26家企业签约入驻
项目园区。

此次峰会由市经信委、渝中区
政府、国药集团医疗器械研究院、重
庆医科大学联合主办。

据了解，新型医疗产业链项目
实施单位是国健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该公司系国药集团旗下国健资
本在重庆设立的产业链运营公司，
旨在引入国药集团产业资源，打造
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智能制造、
市场销售为一体，具备内生创新能
力的产业链。

“产业链项目于今年2月落地
重庆，”据国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有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第一批14家企
业已入驻项目园区。与此同时，产
业链项目还与重庆本地研究机构深
入合作，与重庆大学产业研究院合
资成立了新的国健医疗研究院；与
重庆医科大学合作建立了面积
1000平方米的临床实验基地。

在此次开园仪式上，第二批
12家企业也正式签约入驻园区，
共同承接市外产品落户重庆生产
与持续研发工作。重庆联通则与
国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

“5G-医疗大健康深度融合战略协
议”，将围绕分级诊疗、远程医疗、
云影像、云存储等系列医疗信息化
产品开展合作。

■重庆新型医疗产业链项目开园
打造“5G-医疗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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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重庆本土企业带来的法律咨询机器人“大牛”。 记者 崔力 摄

8月23日，上海云绅智能科技展台，工作人员正在调试智能机器人。
记者 龙帆 摄

智博会·动态

8月23日，工作人员正在搭建展台。 记者 万难 摄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重
庆
国
际
博
览
中
心
重
庆
馆
，工
作
人
员
将
重
庆
造
机
器
人
﹃
小
敏
﹄
送
到
展
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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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崔
力

摄

8月23日，展馆中一展台上展示的无人机。 记者 龙帆 摄

8月23日，正在彩排的志愿者们用微笑迎接
国内外宾客。 记者 万难 摄

8月23日，工作人员正在测试智能交通在线展示平台。
记者 罗斌 摄

8月23日，两江新区展台，工作人员正在调试机器人。
首席记者 谢智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