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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杨 骏 王
丽 实习生 余大凯）8 月 25日，
2019智博会FPGA智能创新国际大
赛（下称FPGA创新大赛）半决赛正

式结束，12支团队将在今日角逐冠
军。

所谓FPGA，指现场可编程门
阵列，是在PAL、GAL、CPLD等可

编程器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
物，是专用集成电路（ASIC）领域中
的一种半定制电路。

FPGA智能大赛由智博会组委
会与英特尔公司主办，重庆西永微
电子产业园、英特尔FPGA中国创
新中心、北京海云捷迅科技有限公
司、英特尔创新加速器共同承办。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发现，24
支团队的路演项目涉及新零售、人
工智能、金融、物联网、智慧交通等
应用领域，展示了以人工智能、计算
机视觉、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基
础的前沿科创项目。

最 终 ，AITRICS、Holmusk、
Semichrony Technologies等3支
国际团队，深圳鲲云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北京清锋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图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9支
国内团队获得晋级总决赛的资格。

据了解，胜出的12支队伍，今
日下午将在重庆维景国际大酒店进
行总决赛。最终获得冠亚季军的团
队，将分别获得100万元、50万元、
20万元的奖金。

智博会FPGA创新大赛半决赛结束

12支队伍今日角逐冠军

FPGA创新大赛是一次国际化
的大赛。四大分赛区中，有3个赛区
都是国际赛区；在半决赛中，也有6
支国际队伍参赛。

这些国际团队为什么要参与此
次大赛？他们在比赛中有哪些收获?

8月25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了来自意大利的国际团队Motus
Operation，其 首 席 运 营 官 Kiel
DiGiovanni表示，本次大赛为参赛
团队提供丰富资源，是行业内一次
非常成功的大赛。

据了解，Motus Operation是
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
云机器人公司。该公司通过优化工

业机器人运动路径，节约路径规划
的人力和时间，降低能耗，延长机器
人使用寿命。截至目前，Motus
Operation已经完成了多个试点项
目，其中包括为通用、福雷西亚、沃
尔沃和可口可乐等世界知名品牌提
供服务。

之所以参加本次大赛，Kiel
DiGiovanni表示，大赛营造了一个
良好的比赛环境，公平、公正。同
时，大赛还汇聚了诸多资深技术专
家与投资人，这些业内嘉宾与现场
评委的精彩点评与犀利观点，也为
团队未来发展提供诸多帮助。

“参加FPGA创新大赛不仅能

丰富团队自身，还能了解其他领域
的 前 沿 科 创 项 目 。”Kiel Di-
Giovanni说，从分赛区比赛、半决
赛一路走来，我们在现场看到的参
赛队伍涉及新零售、人工智能、金
融、物联网、智慧交通等众多应用领
域，这对团队而言，是一次很好的学
习交流机会。

他还表示，智博会期间部分团
队还将在智博会展馆设展区，他的
团队也会走进智博会现场，寻觅新
的合作伙伴。“FPGA是一个新兴领
域，资源也相对稀缺。而本次大赛
的参赛队伍科创项目类型丰富，为
彼此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国外团队谈FPGA创新大赛——

“是一次很好的学习交流机会”
本报记者 杨骏 王丽 实习生 余大凯

FPGA创新大赛半决赛团队合影。 （西永微电园供图）

《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明
确，充分发挥重庆处在“一带一路”和
长江经济带联结点的区位优势，建设
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这意味
着，智慧物流对于我市进一步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8月25日，众多行业专家齐聚智
慧物流高峰论坛，分享与探讨智慧物
流发展的重点及趋势。

副市长陆克华出席论坛并致辞。

智慧物流背后是技术的进步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贺
登才认为，经过了多年的发展，物流早
已从配套性、保障性、后发性的产业悄
然变成了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的产
业。目前，物流已经和水利、电力、铁
路、公路、通信等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现代供
应链协同创新的重要平台和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因此，资源
的整合，流程的优化，组织的协同，价
值的创造变得尤为重要。

贺登才的观点，得到了与会嘉宾
的认同。国家发改委经贸司副司长张
江波表示，物流是贸易活动高效顺畅
开展的重要基础性保障，而智慧物流
是智能化设施设备与物流深度融合的
产品，是具有全面感知、可靠传输、智
能处理、高效透明、信息对称及价格公
开的社会化现代物流生态体系。

“传统物流是盲目的。竞争对手
是什么，不知道；客户在哪里，也不知
道。这就导致了我们的物流聚集非常
困难，尤其是在像重庆这样的内陆地
区，因为需求十分分散，聚集起来更是
难上加难。”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
所所长汪鸣认为，大数据、云计算、互
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广泛运
用后，政府和企业完全可以把非常分
散的、小规模的需求，瞬间集合成大规
模的需求，进行全网管控甚至智能化
控制，使规模经济成为了一种可能，

“国家规划了6种类型的物流枢纽，重
庆一共获得了5种，不正是这种物流
格局变化的最好例证吗？”

智慧物流将带来诸多变革

去年的“双11”和今年的“6·18”期
间，尽管物流订单量再创新高，但猛增
的订单量并没有放缓包裹送达消费者
手中的“脚步”，相反还比往年快很多，
这就是智慧物流带来的一场速度变革。

德国汉宏物流集团董事长克劳
斯·赫尔曼在演讲中就分享了类似的
案例：“我来自德国，一个距离重庆非
常遥远的欧洲国家，但我在手机上就
能查到我的行李已经到了北京，今天
晚上就能送达重庆。过去我们发货后
很难知道货物的信息和位置，而现在
我们有手机，有平板，有个人电脑，我
们有实时的信息追踪，连我这样上了
年纪的人也能轻而易举地查询，这就
是智慧物流。”

平安城科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梁嘉
源说，智慧物流将让物流园区大变样：

“传统园区在建设、管理、生活等方面有
很多痛点，比如说项目管理缺乏全流程
的综合管理工具，招商低下，运维成本
高，服务模式传统粗放等等。而智慧园
区则可通过大数据平台，全面提升智能
化水平和运营效率，例如通过数据的可

视化，协助园区综合治理，联动指挥，实
现规划一张图，建设一张图，管理一张
图，运营一张图。”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党组副书记、
董事孙家康表示，智慧物流将从三个
层面推动行业变革：首先是智能化，通
过无人化、自动化、数据化等智能硬件
技术和手段，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效
率；其次是链条化，在数据驱动成为核
心要素后，无论是上游生产制造端，还

是下游分销运输端，都会在技术的推
动下实现更好的产业融合，创造价值，
进而影响社会生产与流通方式；第三
是平台化，智慧物流通过标准化、信息
化、集约化让物流资源在全社会重新
配置，任何一个社会资源都可能通过
平台成为物流的一个环节。

重庆发力智慧物流建设

作为西部地区的重要物流枢纽，

重庆也在积极布局建设智慧物流。
重庆市口岸物流办电子口岸中心

主任熊朝阳表示，重庆的智慧物流建
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我市虽然有
一些智慧物流的应用案例，但都只是
在企业或是园区层面，要实现在区域、
领域上的布局，还需要时间。”

重庆国际物流集团董事长王志强
认为，重庆建设出海出境大通道还面
临着通道不够畅、效率偏低、协作性不

够高等问题。
他建议，我市应在今后的工作中

补齐上述“短板”。比如说，在通道建
设方面，一是推动国家加快启动三峡
新通道的建设，畅通长江航运，同时加
快沿江高铁建设，开通重庆至武汉货
运铁路，完善长江干流的铁水联运体
系，缓解三峡船闸的压力；二是加快西
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快贵阳至南宁、
中国至老挝等铁路项目建设，启动重
庆到贵阳高铁项目建设，按照双层集
装箱标准，积极推进重庆至钦州港铁
路项目；三是扩建钦州港码头，提升码
头的配套能力，提高中转效率，并深挖
航道，提升北部湾进港的通航能力；四
是加强与东盟合作，推动与东盟跨境
公路建设，提升公路互联互通的质量
和效率。

熊朝阳认为，智慧物流并非狭义
的“物流运输”，也应该包括口岸、通
关等方面的建设。目前，市口岸物
流办已牵头起草了《重庆市智慧口
岸总体规划设计方案》，从智慧作
业、智慧监管、智慧信息等方面进行
了规划设计。此外，市口岸物流办正
在起草《重庆市物流信息平台指导意
见》，此意见出台后，也将进一步推动
重庆智慧物流的发展，“预计到2022
年，重庆的智慧物流建设将取得初步
成效。”

智慧物流高峰论坛举行

解码“枢纽+通道”新动能
本报记者 颜安 杨骏 实习生 余大凯

8月25日，第二届智博会专题论
坛之一——智慧物流高峰论坛举行。
作为本次论坛的承办方，传化智联表
示将深耕重庆，助力我市经济与物流
高质量发展。

“此前，集团层面推出了‘深耕重点
城市战略’。重庆作为西部地区的物流
枢纽，自然是需要深耕的重点城市。”传

化智联副总裁李尚青说，重庆拥有东南
西北四向大通道，具备铁公水空多式
联运的优势，且区位、产业等优势非常
明显。所以，传化集团将西南地区的
总部定在重庆，其目的便是深耕重庆。

目前，传化集团已确定了针对重
庆的六大专项行动——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智能供应链物流服务平台建

设、多式联运场站融合、多级城市物流
中心网络建设、智能制造共享产业园
建设、智慧新城建设。

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专项行动
中，传化集团参与了重庆国际物流集
团有限公司的组建，与本地企业强强
联合，在货源、物流、服务等多方面与
本地企业通力协作，助力重庆西部陆

海新通道建设。
智能供应链物流服务平台建设专

项行动，则是在重庆布局传化西南运
营中心。目前，该中心已落户重庆，西
南地区所有在传化智联网络端的数
据，都将实现在重庆归集。李尚青说，
这些数据可以分析整个西南地区的物
流运行情况，从而对重庆物流发展提
出更好建议。

其余四个专项行动的具体计划，
分别是打造团结村站场融合项目、布
局城市分拨中心+城市末端配送网
点、布局智能共享产业园、打造传化科
创中心和传化科技城。

深耕重庆 助力重庆物流高质量发展
——专访传化智联副总裁李尚青

本报记者 颜安 杨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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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新加坡人力部长兼内
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抵渝出席2019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借此机会，
重庆日报记者通过书面提问的形式采
访了杨莉明部长。

重庆日报：去年智博会，新加坡荣
誉国务资政吴作栋率领新加坡60多位
商业代表、40 多家公司来到重庆参
会。这次代表团规模如何？我们今年
能在新加坡展厅体验什么？

杨莉明：今年智博会，新加坡再次
担任主宾国，实属荣幸。新加坡今年
参与的规模与声势，比去年浩大，参与
公司多了将近一倍，有近70家，商业
代表则有200位。

新加坡展厅今年以“未来服务”为
主题，参展的企业来自人工智能、数据
分析、机器人、城市规划解决方案、交
通物流等领域。展厅设计则融入了新
加坡滨海湾花园和星耀樟宜的元素。
参观新加坡展厅的嘉宾除了有机会对
新加坡品牌的创新科技和商业解决方
案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同时还能感受
到独具魅力的“新加坡式体验”。

重庆日报：中新（重庆）战略性互
联互通示范项目（以下简称“中新互联
互通项目”）自 2015 年 11 月由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正
式启动后已在金融服务、航空产业、交
通物流、信息通信方面取得亮眼的成
绩。您认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发展至
今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亮点？未来

双方要在哪些领域加强合作，促进项
目的发展？

杨莉明：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推出
至今已取得良好的进展。这个项目成
功降低了中国西部的融资和物流成
本，优化西部的经商环境。在金融服
务领域方面，跨境融资交易额至去年
底取得349亿人民币的交易量。中新
在航空领域的合作也进一步深化，每
周有 14 趟来往新加坡和重庆的航
班。在交通和物流方面，新方和中方
企业成立了合资公司，共同打造中新
互联互通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
道”。在重庆两江新区的多式联运示
范基地也预计会在不久后开始施工。
在信息通信方面，中新两方的通信公
司也合作加强数码互联互通，推动新
加坡和重庆之间的跨境数据流通。

我们会进一步与重庆密切合作，
将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和西部陆海新
通道的成功之处推广到中国西部的
其他省份，并同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
和“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相辅相成的
效应。

重庆日报：我们了解到四川、陕
西、青海、云南、宁夏和新疆今年也已
正式加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您认
为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仍存在哪
些需要突破的方面？该怎样应对？

杨莉明：中国西部各省份表示愿
意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我感到非常
高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这个开放共
享、合作共赢的平台，正在改变国际物
流大格局，各方加入此通道的发展，将
提高货运量，规模经济效应也会越大，
从而降低成本，惠及所有参与方包括
企业。整体来说，成本的降低也有利
于中国西部的经商环境，并可吸引更
多投资。

西部陆海新通道虽然取得了不错
的进展，但仍有可加强的地方。首先，
我们必须继续提升通道的使用率和载
货量以取得更大的经济效应。其次，
我们希望进一步推动更有效的跨境电
子贸易信息交换以便缩短通关检查所
需的时间和成本。最后，我们有望将
通关过程进一步标准化，以便降低通

关时所需的时间。
重庆日报：信息科技是中新（重

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主要
合作平台之一。今年2月，中国工信部
正式批复同意建设中新（重庆）国际互
联网数据专用通道。请问接下来新加
坡与重庆未来在信息科技领域会有什
么合作亮点？

杨莉明：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下，
新加坡同重庆在数码互联互通方面取
得了不俗的成绩。展望未来，我们希
望继续与重庆紧密合作，为未来经济
共同发展创新解决方案。全球经济因
日新月异的科技而迅速转变，而服务
经济也随着新型经商模式而崛起。如
果要为未来的经济做好准备，企业必
须拥有服务4.0的特质，那就是提供端
到端、无摩擦、能理解客户要求、预测
客户需求的新一代无缝服务。

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在26
日智博会的开幕日联办未来服务研讨
会。参会者除了能够通过这场活动更
加了解服务4.0之外，也有机会与其他
参与者交流和探讨数码经济未来走向
的看法。

重庆日报：请您谈谈对本届智博
会的期待以及与重庆的未来合作。

杨莉明：智博会汇集了全球来自
商界、学术界与政府机构的专家，是交
换知识与意见的重要平台。我很高兴
能够参与今年的博览会，也期待通过
这个平台和其他嘉宾交换心得、并从
中获取新知识。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并不受地理
局限，其重点，是如何搭建桥梁、建立
关系网。有了重庆的大力支持，以及
其他西部省份的积极参与，我们希望
继续扩展各方的关系网、进一步提升
各方面的互联互通。西部陆海新通道
将继续加强数据、融资、人才和科技的

“现代”互联互通链接，配合海陆空三
方面，以取得相得益彰的效应。

我们也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与中国
西部的人际关系以提升大家对中新互
联互通项目的了解，这将有助于中新
互联互通项目实现“高起点、高水平、
创新型”的使命。

新加坡将进一步与重庆密切合作
实现中新互联互通项目“高起点、高水平、创新型”的使命

——访新加坡人力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
本报记者 任锐 杨铌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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