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看这里的“黑科技”▶▶▶
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要推

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在多个领域

培育新增长点，形成

新动能。

8 月 26 日 - 29

日，2019 中国国际智

能产业博览会（下称

“智博会”）在重庆国

际博览中心举行。

作为重庆智能产

业聚集的重要区域，

南岸区、重庆经开区

以中国智谷（重庆）

科技园（下称“中国

智谷”）领军，携众多

国际国内知名智能

科技企业，带来一系

列最前沿、最尖端的

智能科技产品亮相，

让观众在体验和互

动中尽情感知“智能

化为经济赋能、为生

活 添 彩 ”的 深 刻 内

涵。

花开两地
各美其美

本届智博会期间，南岸区、重
庆经开区在重庆国博中心S4馆和
位于南岸区的中国智谷内分别设
展。

位于国博中心的展区面积约
1000平方米，展览突出专业化、品
牌化、体验感和互动性，以高水平、
高质量建设国家级重庆经开区和
中国智谷为主题，结合重庆东站和
广阳岛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打造，
以现代设计风格配合声、光、电技
术，为观众带来强烈视听冲击。

展区由1个主形象区、5个核
心展区和1个功能区组成。主形
象区以“数智经开”为主题，主要展
示重庆经开区和中国智谷的发展
历程与未来规划。核心区主题为

“智果累累”，分为科技长廊、大数
据智能化、智慧文旅、数字建造·重
庆设计之都、智能创新平台五大板
块，重点展示重庆经开区和中国智
谷建设成果。

展会现场，观众可以了解从
2G到5G的通信发展史，通过科技
产品直观地了解重庆交通信息卡
大数据平台等交通大数据以及重
庆药品交易大数据平台等医疗大
数据；参观京东无人配送机器车，
体验科大讯飞的讯飞听见、AI同
声传译等科技产品；现场体验3D
打印、裸眼3D收集，观看4K/8K
电视；通过智能设备线上观看故宫
的精美藏品、沉浸式地体验长江索
道，并身临其境地欣赏南滨路的美
景等。

而位于南岸区中国智谷的智
能科技体验区分为2个部分。第
一部分为中国智谷展示馆，位于新
天泽国际总部城B6号一楼。该中
心将通过“智聚、智联、智创、智造、
智享”五大板块全面展示中国智谷
产业发展情况；第二部分为中国智
谷智能科技体验区（科创中心），该
中心将联合移动、联通、电信、科大
讯飞、京东、迪马、文保基地等，策
划市民参与性强的活动，展示展销
智能产品。市民在此可体验京东

无人超市、重庆综合条件一流的智
慧园区物联地带·渝智慧楼宇等。

智博会期间，中国智谷还将
协办5G智联未来高峰论坛，入驻
企业科大讯飞、飞象将分别举办
人工智能行业生态峰会和中新工
业APP创新应用大赛。中国智谷
将紧紧围绕“会”“展”“赛”“论”四
大板块，策划一系列前沿、高端、
有新意的活动，力争发出智能科
技最强音。

大智入渝
新城崛起

如果说南岸是重庆智能产业
发展的沃土，那么中国智谷则无疑
是南岸汇聚智能产业的膏壤。

去年挂牌的中国智谷，坐拥
重庆经开区多年科技发展的深厚
积淀。南岸上下已形成中国智谷
和重庆经开区一体化融合发展的
共识。

重庆经开区于1993年经国务
院批准设立，先后被国家发改委、
科技部、工信部授牌国家高技术产
业基地、国家移动通信高新技术产
业基地和全国首批国家物联网基
地，2013年被住建部确定为首批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区。

同时，重庆经开区也是我市唯
一同时享受西部大开发、自贸区和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
项目政策叠加的国家级经开区，是
重庆乃至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发
展引擎。与重庆两江新区、重庆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形成重庆国家
级开发开放平台三足鼎力之势。

中国智谷由重庆经开区直
管。科技园总面积约83.96平方公
里，其中智谷先导区规划面积2.48
平方公里，围绕“大数据、大健康、
大生态”重点发展大数据智能产
业，聚力建设“三区一城”，即智能
运营平台集聚区、智能终端产业集
聚区、智能制造创新集聚区，以及
包含这“三区”在内的智慧生活新
城。

如果将这座智慧生活新城的
平面图倒置，以茶园地区为头，你

会发现像一只昂首挺胸的“海
马”。这个被视作“百子千孙”的
图腾，似乎寓意着在重庆长江之
南智慧产业的开枝散叶、一座新
城的加速崛起。

牛刀小试
蓝图徐展

今年一季度，中国智谷成功实
现“成立一周年引资1000亿”的目
标。到2025年底，中国智谷将建
设成为高端人才荟萃、创新创业活
跃、产业集群发达、新兴业态兴
旺、辐射效应强大的全国一流园
区，产业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
成为重庆建设西部创新中心的重
要支撑极。

中国智谷将重点发展大数据、
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硬件等9
个产业。目前，已落户大数据智能
化规模以上企业150户。

大数据方面，已落地飞象工业
互联网平台、国家信息中心能源大
数据中心、医渡云等重大项目；人
工智能方面，已落地科大讯飞西南
总部、高通和中科创达联合实验
室、深兰科技等重大项目；集成电
路方面，已落地西南集成电路设计
有限公司、华芯通半导体等龙头企
业；智能超算方面，已落地中国华
录重庆数据湖产业园、京东云数字
经济产业基地等重大项目；软件服
务方面，已落地锐迪科（重庆）微电
子科技、爱思网安信息技术、芯讯
通无线科技等项目；物联网方面，
已落地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中交
通信信息公司等龙头企业；汽车电
子方面，已落地集诚汽车电子、迪
马工业等企业；智能硬件方面，已
落地维沃、美的等龙头企业；智能
制造装备方面，已落地国家文物保
护装备基地、重庆机床、世玛德智
能制造等重大项目。

无疑，中国智谷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正在不断提升。

8月19日，中国智谷·重庆经开区智
能科技体验区正式开园。作为全市三大
场外体验区之一，中国智谷·重庆经开区
智能科技体验区将带来哪些“黑科技”？

京东无人超市 购物连刷脸也免了

京东无人超市是利用物联网、人工
智能、人脸识别等多项黑科技打造而成
的全程自助无人购物场景。

相对普通超市的无现金支付，无人
超市24小时营业、没有收银员、全程无干
预购物、结账速度仅需几秒等优点，为消
费者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消费者扫描二维码绑定身份和支付
信息后进入无人超市，随意挑选商品后，
穿过结算通道直接出店，整个购物过程
不到10秒，完全在“无感”的情况下完
成。系统会在消费者出店后，自动完成
支付和扣款。

据悉，这是我市首家京东无人超市，
超市采用重力感应+视觉识别技术，所有
货架都安装了重力感应系统，将自动识
别顾客挑选的商品种类和数量，超市内
的摄像头也会记录顾客行为，真正实现
购物“拿了就走”。

无人清扫车 体验5G智慧生活

京东无人超市外，由重庆联通和大
唐移动联合打造的无人清扫车正在忙碌
地为地面保洁。

这台无人清扫车集激光雷达、摄像
头、超声波雷达等传感器于一体，可实现
全自动作业，在路面上完成清扫、洒水、垃
圾收集等工作。清扫车充满电可工作8小
时左右，能顶6个清洁工一天的工作量。
无人清扫车还具备AI与智能学习功能，
在日常工作中，能够收集并分析其作业数据，逐步分析
出最佳的清扫路线与方案，优化以后的工作流程。

无人清扫车最大的亮点就是利用5G高带宽，将
采集到的数据实时回传至后台，从而实现监控。如
此，它在作业时便可以避开障碍物和行人。同时，它
还是一个“隐形的保安员”，车身前后左右都装有摄像
头，可以更快发现和记录各类突发状况。

智博会期间，园区还将开通无人通勤车。通勤车
与景点光车类似，可载7人。该车利用5G+MEC下的
车联网应用，搭载自动驾驶系统，配合传感器以及边
缘云计算，实现了自动驾驶。

5G带来的便利，还远不止于此。三大通信运营商
都将在智能科技体验区布置5G体验展台，市民可通
过各种5G终端提前感受魅力无穷的5G生活。

飞象数字化车间 体验未来智能工厂

未来的智能工厂长什么样？走进飞象数字化车
间可以得到最直观的答案。在这里，各工种机器正有
条不紊地工作，绿色小巧的自动导引车游走在各个生
产环节，将仓储、生产、质检、物流等环节都通过工业
级互联网相联接，实现了全过程无人操作。

这个“简化版”智能工厂能够生产定制的纪念
品。消费者可以通过移动端APP下单，自由定制纪念
品的规格，订单信息会通过飞象工业互联网平台到达
企业信息管理系统ERP，并根据现场生产约束和交期
自动排产，再经由生产管理系统MES自动下发工单
至车间电脑，车间机器接到指令后，会将物料上至数
控机床自动加工，再经镭射雕刻生成产品定制信息等
……最后，一个完整的私人订制纪念品将会呈现在市
民面前。

飞象工业互联网平台是首届智博会签约项目，由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与重庆市南
岸区政府三方共同建立，旨在推动各工业垂直领域从
自动化、信息化到数字化、网络化，最终实现智能化的
升级转型，让“重庆制造”加速迈向“重庆智造”。

大智入渝 众智成城

中国智谷携多项“黑科技”亮相智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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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讯飞西南总部人工智能西南研究院 N3馆里的重庆经开区展区 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西部基地

中国智谷中国智谷··重庆展示中心重庆展示中心

中国智谷（重
庆）科技园科创中
心无人清扫机

国 家 级
重 庆 经 济 技
术开发区人工智能产品的

核心部件

重庆经开区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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