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好我们的创新节
□单士兵

智博会·随笔

今天，智博会开幕了。接下来
几天，重庆人就要欢度这个创新节
了。在智博会日子里，创新力量会
把梦想照亮。

先来说一件人们热议的事。8
月25日，腾讯西南总部大厦正式启
用了。这个事，在朋友圈引发刷屏
效应，成为无数重庆人群聊的主题，
那么，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深层次的
原因呢？

其实不复杂，也就是腾讯这个
中国互联网顶级公司，以极其亲近
的姿态，让这座城市感受到发展的
机遇就在身边，让无数人感觉人生
的机会就在眼前。

在腾讯西南总部大厦启用仪式
上，重庆市政府与腾讯公司签署全
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目前腾讯在
渝员工数量已超1300人，预计今年
年底将达1500人，其中大部分员工
系属地化招聘。

这些，就是机遇机会，城市看得
见，人们够得着。

重庆追求高质量发展，人们追求
高品质生活，于是，以智博会为平台，
抓大数据促智能化，以创新之美，造
城市之福，就成为重庆的选择。

一个之前告别“北漂”选择“渝
漂”的朋友，早早就将目光锁定在像
腾讯西南总部选择重庆这样的事件
上了。昨天，他自信地说，他一定会

到腾讯西南总部大楼里上班的。梦
想不是空想，因为有所依托。因为
智博会，还有更多的创新企业将纷
纷入驻重庆，创新给无数重庆人带
来了新的梦想。

记得去年首届智博会召开时，
这座城市掀起爱科技的高潮，有很
多妇孺老人也都纷纷涌入场馆。在
朋友圈、饭桌上、大街小巷，随处都
能看到听到人们在谈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

热闹过后，更需要冷静理性梳
理。随着新鲜科技产品不断打开眼
界，提供新知，接下来，是应该思考
如何以创新精神来固化发展观，来
形成人们笃定的价值观。进而，形
成对应的路径和方法。

“需求是创新之母。”董洁林
教授在《人类科技创新简史》一书
中，就巧妙地运用马斯洛需求理
论，讲述了人类为什么需要创新，
为什么会发明那么多新技术。重
庆需要创新，创新需要重庆。重庆
拥抱科技，科技力量自然也就拥抱
重庆。

智博会，是平台，是资源，是机
遇。当无数的创新力量集聚重庆，
当无数的创新价值要素走进人们生
活，每一个主体应该如何存在，这应
该成为一道必答题。

有梦想有追求的重庆人，不会
辜负创新带给这座城市的机遇机
会。让我们过好智博会这个以创新
为主题的节日，为经济赋能，为生活
添彩，让人生更有意义。

7
2019年8月26日 星期一

责编 林懿 谭永超 美编 郑典

“我希望中欧班列能够延伸至
科隆，让科隆的货物可以直达重
庆！”8月 25日，德国科隆市市长何
珂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她希望与重庆签署友好城市合
作谅解备忘录，加强两座城市在无
人驾驶、人工智能、职业培训、垃圾
分类等领域的合作。

何珂一行此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是
参加智博会的第二届中国重庆国际友
好城市市长圆桌会，并与重庆签署友
好城市合作谅解备忘录。

“备忘录并不是一纸文书，重点是
让合作项目落实。”何珂希望，中欧班
列可以延伸至科隆，让科隆的货物通
过该线路运输至中国，直接到达重
庆。“我很期待通过国际友好城市市长
圆桌会，分享大家在智慧城市建设中
的经验和成果，进行相互借鉴学习。”

何珂举例说，比如，智能化在医疗卫生
领域的运用，就很值得重庆和科隆相
互学习，从而让病人得到更高效、精准
的医疗诊断。

“这是我第八次来到中国，也是我
第一次来到重庆。”何珂说，重庆是一
座非常美丽、现代化的城市，与科隆有
诸多相似之处。“科隆拥有百万人口，
是德国第四大城市以及德国第三大工
业区，不仅在汽车制造、机械制造上技
术资源发达，而且在智慧城市建设上
也有着丰富的经验。”

“智慧城市，顾名思义就是能够
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智能便利的发展
管理模式。”何珂说，在智慧城市建设
中，科隆面对的主要挑战是传统城市
发展模式的改变。比如，在上世纪
80-90年代，科隆就经历了一次伴随
着阵痛的转型，“但我们认为，转型过

程中的机遇大于挑战。”为此，何珂建
议，在转型过程中，要对即将发生的
影响和变化进行提前预测和评估，并
做好应对措施。

当被问及在 5G技术上与中国
企业的合作时，她表示，科隆是德国
的智能之都，“目前，科隆已经有大
型企业在积极争取5G运营的许可，
希望与中国企业加大 5G技术方面
的合作，让它更好地运用在智能化
产业发展上。”

何珂透露，今年9月，科隆将举办
一场以“智慧城市和智慧创新”为主题
的2019中国商务与投资论坛。届时，
大量专家、学者、企业家将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以“创新移动技术”和“未来
出行方式”为重点的智慧城市发展话
题。“我非常希望重庆可以组织代表团
到科隆参加论坛。”

德国科隆市市长何珂：

希望中欧班列延伸至科隆 加强与重庆多领域合作
本报记者 黄乔 实习生 徐若菡

何珂。 记者 龙帆 摄

本报讯 （记者 白麟）8月 23
日早上，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
会会场各处，都在忙着布展。会场外，
两台大型电力保障车部署就位，电力
工人正在连接车内电缆与会场变压
器，保证任何情况下都能向会场应急
供电。

智博会期间，我市正处于连日高
温时段，电力保障成为办好智博会的
一项重要工作。对此，国网重庆市电
力公司（下称市电力公司）每天安排
800余人、130台车辆，全力保障智博
会“用电无忧”。

据介绍，本次智博会涉及到的保电
点共有37个，市电力公司均已落实定
人定点值守，负责线路设备特巡和隐患
缺陷消除。保电期间，除了调集发电
设备，安排人员和车辆参与值守、巡视
和应急处置以外，市电力公司还另外
设置了24小时值班的抢修点8个、抢
修值班人员225人、抢修车辆27台。

截至目前，市电力公司已完成对
各处线路和设备的隐患排查，接下来，
该公司将持续做好应急供电准备、强
化带电检测等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展
会保电任务。

本报讯 （记者 李珩）8月25日，
作为2019智博会的活动之一，重庆
药品交易所“药交网”省际共享平台
上线运行。该平台实现了跨区域医
药采购信息的在线互联互通，标志
着省际药品采购协作进入智能化大
数据发展阶段。当天，来自广东、江
苏、甘肃等20余个省市的卫生健康
部门、药械采购机构有关负责人就
采购协作、平台协作等达成初步共
识。

据介绍，省际共享平台具有跨区
域的企业和产品资质互认、数据共享、
信息共用、价格互动、联合采购、协同
监测等功能。

“目前，我们平台有12万余个药
品器械产品，供全市公立医院采购，为
保证药品器械质量安全，我们会对供
应药企和产品资质进行严格审核。”重
庆药品交易所有关负责人介绍，通过
省际共享平台，其他省市就不用二次
审核，实现了资质互认，药企也不用往

返各省重复提交资料，极大地提高了
交易效率，减轻了药品采购机构的工
作量。

去年以来，重庆药品交易所就与
甘肃、青海等省市达成战略合作，在该
平台试运行期间，已共享了5批次近
10万条药品器械采购信息，初步形成
了良好的省际协作互联互认、共享共
用示范。

该负责人介绍，在跨区域药品采
购方面，他们将借助省际共享平台优
势，吸引更多省市加入，共同推动建立
更高效的药品采购跨区域协作机制，
进一步降低药品价格，更好地服务和
保障民生。

此外，重庆药品交易所开发的“我
要寻药”智能导航购药小程序将亮相
2019智博会，市民只需扫描二维码
进入“我要寻药”小程序，输入药品名
称或拍下药盒，即可查询全市医院采
购情况，并可选择临近医院导航就诊
购药。

“药交网”省际共享平台上线
跨区域药品采购协作迈入智能化阶段

“药交网”上线。 记者 李珩 摄

腾讯西南总部大厦启用腾讯西南总部大厦启用
一揽子新合作将落地重庆

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马化腾将出席。从2017年12月1日
与重庆签署战略框架协议以来，这已
是马化腾第五次来渝。

2017年12月1日，马化腾现身
重庆长江索道，示范扫码 0.2 秒入
闸，开启了重庆“先乘车、后付款”的
智能交通新模式。此行，腾讯公司
与重庆市政府签署战略框架协议，
开启了双方在智慧城市、智慧政务、
智慧医疗等领域的全面深化合作进
程。

2018年 4月12日，马化腾出席
在重庆举办的2018中国“互联网+”

数字经济峰会，作了《互联网+助力数
字中国建设》的演讲，并宣布腾讯将
在重庆建立腾讯云（重庆）工业互联
网智能超算中心项目。

2018年 8月23日，首届中国国
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庆开幕，马化
腾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同时宣布腾
讯西南总部将落地重庆。

2018年 12月4日，马化腾再次
来渝，与重庆市主要领导进行会见，
表示将进一步推动在渝业务拓展，在
更多领域深化合作，助力重庆大数据
智能化创新发展。

今年8月25日，马化腾第五次来
渝，见证腾讯西南总部大厦启用的同

时，与重庆市政府签署全面深化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重点围绕深化大数
据和智能产业发展，数字文化产业、
智慧城市等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
次、实质性战略合作。

在马化腾看来，重庆大数据智能
化发展正如火如荼。正如他此前在
书面回复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所说：

“重庆非常善于把本地特色和互联网
创新融合在一起。这里是长江与嘉
陵江两条大江交汇的地方，天然就是
一个跨界融合的地方，互联网创新很
多都是在跨界的地方发生，我相信重
庆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潜力，正在蓄势
待发。”

马化腾最近三年五次来渝

“我相信重庆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潜力”
本报记者 杨艺

本报讯 （记者 杨艺）8 月 25
日，位于重庆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的
腾讯西南总部大厦正式启用。启动仪
式上，重庆市政府与腾讯公司签署全
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重点围
绕深化大数据和智能产业发展、数字
文化产业、智慧城市等领域，开展全方
位、深层次、实质性战略合作。

据介绍，腾讯西南总部大厦建筑
面积近3万平方米，可容纳员工3000
人。大厦除满足基础办公外，还引入
了腾讯智能化大数据产品能力，是未
来智慧互联的创新型总部大厦。

在正式落户重庆的一年中，腾讯
在文创合作打造城市文化标签、助力
本地企业数字化升级、智慧城市建设、
本地数字化人才培养等方面，与重庆
各界展开了深入合作。

在数字文创方面，腾讯西南总部
将腾讯各产品与重庆巴渝文化紧密结
合，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活力。例如，腾
讯结合游戏、动漫、音乐、影视等数字
文化产品及品牌活动，与重庆中国三
峡博物馆等共同挖掘活化巴渝文化、
三峡文化等代表性IP，打造重庆特色
文化标签。

在助力重庆本土企业数字化转型
方面，腾讯与长安形成了深度战略合
作，在智能制造、汽车云、大数据中心、
车联网、智慧4S店等领域，为长安提
供助力。同时，腾讯与重庆市政府联
合打造的重庆工业互联网智能超算中
心，一期工程针对长安汽车打造的仿
真云已经落地。

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腾讯在重
庆深耕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出行
等多个领域。在智慧政务领域，2018
年8月腾讯与重庆交运集团携手建设

“重庆智慧物流平台”，全面助力重庆
物流大数据产业发展。在智慧医疗领
域，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与腾
讯合作，成为全国首家微信支付的旗
舰医院；AI辅诊引擎“腾讯觅影”，也已
落地重庆本地三甲医院。在智慧出行
领域，主城常规公交线路8600余辆公
交车，已全覆盖启用移动支付。

在腾讯西南总部大厦启用仪式
上，重庆市政府与腾讯公司共同签署
了一揽子合作协议。同时，腾讯还与
市委组织部、市住房城乡建委、市文化
旅游委、市大数据发展局、市税务局、
两江新区管委会、悦来投资集团、南川
区政府、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重
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工程学院等
多个部门及单位举行了战略合作签
约。

接下来，在推动大数据智能化产
业发展方面，双方拟在探索推动在渝
成立开源协同研究院及产业基地、加
强数字大数据智能化人才培养合作、

共建“智能重庆”数智制造平台、推进
腾讯云启基地在重庆落地四个方面，
全面助推重庆智能产业发展。

同时，双方拟从数字人才培养、推
动数字内容产品国际化等方面，推动
重庆数字内容产业发展。腾讯除将在
重庆工程学院落地腾讯云大数据学
院，与重庆邮电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
多所大学达成智慧校园及人才培养合
作意向，共同培养大数据智能化领域
的专业人才外，后续还将与重庆高校

一起，合力打造数字内容产品国际贸
易基地。

在数字经济产业方面，腾讯将在
今年9月，在渝落地腾讯光子（重庆）
创新研发基地及腾讯数字内容研发基
地。

作为战略合作中的重要一项，未
来双方还将共同打造重庆智慧城市，
推动腾讯未来城市（WeCity）战略在
重庆市落地，以重庆市智能中枢建设
为契机，结合腾讯城市级三中台服务

能力，全力打造重庆市“城市服务能力
体系”。

此外，在智慧文旅方面，自去年
腾讯与武隆区共同打造“一部手机
游武隆”以来，今年腾讯又与南川正
式签署协议，共同打造“数字文旅示
范区”。腾讯正携手重庆快速推进
旅游要素全面数字化，以数字技术
为杠杆助推重庆旅游实现跨越式发
展，助力重庆旅游产业高质量提档
升级。

8月25日，腾讯西南总部投用。 （腾讯公司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8月25
日，渝北区在仙桃国际大数据谷举行
2019 年重大招商项目集中签约活
动。现场集中签约项目49个，涉及数
字经济、智能制造、软件信息、文化旅
游和商贸商务等多个领域，投资总额
达587.4亿元。

此次签约的项目中，大数据智能
化项目是一大亮点。其中，我国规模
最大、最具竞争力的科技园区、被誉为

“中国硅谷”的中关村科技园，将与渝
北区合作，在仙桃国际大数据谷共同
打造渝北区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发展
2.0版本的标志项目：重庆·中关村信

息谷协同创新中心。双方将按照“引
高端、搭平台、促转化、聚产业、建氛
围”的运营思路，推动京渝创新合作，
搭建区域创新合作通道，助力重庆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

大唐网络有限公司将在渝北区建
立大唐5G微基站区域总部基地，建
设生产基地和运营总部，解决5G网
络室内深度覆盖盲点，推动5G的大
规模商用。项目建成后，预计将聚集

相关产业企业100家以上，汇集5G专
业技术人才超过500名。

我国卫星导航产业首家上市公司
北斗星通，将升级在临空前沿科技城
已建成的北斗星通智慧产业园，把公
司旗下规模最大的汽车电子业务进行
重组，成立北斗星通汽车智能网联板
块总部项目。该项目主要利用“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集成技术，布局智能车
机、T-Box/智能天线、液晶数字仪

表、智能座舱等技术平台。项目投产
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38亿元。

人工智能和机器视觉的核心算法
公司黑芝麻，拟在仙桃国际大数据谷
设立重庆研发中心，开展芯片及其产
品研发业务，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融合发展。

此外，在本次签约中，渝北区还一
举揽获20个软件与信息服务业项目，
预计产值可达185.6亿元。

渝北区签约 49 个重大项目

电力保障车开到智博会现场
力保智博会“用电无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