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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幸 周尤）8
月27日，智慧物联与产业赋能高峰论
坛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作为智
博会重要活动之一，此次论坛由市委
统战部、两江新区管委会、重庆大学、
重庆欧美同学会承办。国内外物联网
领域学术界、产业界的资深专家齐聚
一堂，共商“智慧物联”的创新发展，对
物联网未来发展的趋势与挑战等问题
展开深入探讨与交流。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静代表
市委、市政府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李静指出，智慧物联是前沿高端科技，
产业赋能是经济重要推力，本次博览
会为学术界和产业界搭建了一个很好
的交流平台，充分展现了“智能化：为

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的主题，重庆
也依托智博会高举大数据智能化发展
大旗，向外界强烈而清晰地展示了大
数据智能化创新引领，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发展思路。希望
各位嘉宾用尖端科技和创新案例带领
我们去领略智慧物联的神奇和产业赋
能的强劲，见证科技改变生活的奇迹。

论坛上，来自物联网学术界和产
业界的专家们，围绕物联网对社会发
展和产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互联网边
缘计算等，对物联网未来发展趋势等
展开了激烈的思想碰撞，也带来了一
场丰盛的思想盛宴。

市政协副主席、重庆欧美同学会
会长陈贵云出席论坛。

边缘计算或将开启一个新时代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的发展，
全球物联网设备将会越来越多，这些
设备产生的数据量也将迅猛增长，同
时AI等智能化应用落地正在加速，需
要的计算资源也大大增加。‘云’难免
不堪重负，此时就需要边缘计算来分
担云计算的压力。”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刘江川说。

刘江川介绍，边缘计算是一个多
层次的系统，如果把云看成是最顶端
的系统，那么，从云到端就可称为“边

缘”，而边缘计算会是一个新的时
代。边缘计算通过在网络边缘进行
智能处理，也能顺带带来好处：降低
云端网络核心节点的压力、数据传输
量的减少使带宽成本大大降低、数据
本地化存储可以满足安全性和隐私
性需求。

车联网将推动智能交通建设

“移动物联网在推动智慧城市的建
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加拿大工程
院院士Victor C.M.Leung看来，车联
网就是物联网在智能交通领域的运用，
更是智能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智能交通系统，把车辆链接起来，
共享信息，不仅可以减少道路的拥堵、
温室效应，还可以让司机随时了解路
况，提升安全性。

对此，刘江川也认为，边缘计算也
可以被想象成下一代互联网的一个重
要技术，同时也是对车联网市场的一个
切入点。“通过边缘计算和智能数据分
析，对电池进行监控，还有相关区域内的
车辆监控，这是非常有前景的事。”

智慧物联与产业赋能高峰论坛举行

专家齐聚共商“智慧物联”创新发展

本报讯 （记者 戴娟）8月27日，
由智博会组委会主办、重庆大学承办
的2019智博会专题论坛——首届中
国地方政府治理高层论坛举行。来自
国家高端智库、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
的专家学者，围绕大数据智能化和政
府治理的战略趋势、前沿与动态、交流
与合作，共商智能化政府治理的创新
发展，就大数据智能化技术的运用与
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等议题进行对话
交流。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强出席
论坛开幕式并讲话。他指出，新一轮
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正在引发超越历
史、创造未来的颠覆性革命，特别是
大数据智能化的迅猛发展，让地方政
府治理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也给地
方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带来了新机遇、
开辟了新途径，成为推动地方政府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要和必然选
择。近年来，重庆深入实施以大数据
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行动计划，组建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
局，成立“地方政府治理协同创新中
心”，建设公共政策大数据库，编制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方案，颁布《重庆市
政务数据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切实
强化大数据智能化在政府治理中的
研究和应用，不断探索建立“用数据
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
据创新”的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努力
实现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推动了地
方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不断
进步。

在此次论坛上，大数据和政府
治理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作了主旨演
讲。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彭宗超教授以“地方应急产业发展与
应急文化建设”为主题，从应急产业发
展、应急需求驱动等的内涵和相互关
系层面剖析了当下我国地方应急产业

发展与文化建设的现状与前景。
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院长杨

凤春以“基于智慧城市大数据的政府
作业启动的信号机制研究”为题，从电
子政务服务化与政务大数据的视角，
介绍了建立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运作
的“信号”机制的重要性。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肖金成
的演讲聚焦“成渝城市群与区域次区
域合作”，介绍了成渝城市群的战略定
位和发展目标。

地方政府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重
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陈升教授围绕地
方政府治理作了主题演讲。

在专题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还
分别围绕“大数据智能化和政府治理
创新”“高质量发展与地方治理现代
化”进行了交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张大卫：

改善政府治理方式应该坚持依法
施政，促进政府施政的科学化、法制
化、民主化；在刷新政府治理内容领
域，则应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
变化，面向未来提供更多新供给、新服
务、新管理，实现治理的改革与创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马
庆斌：

全球科技创新正在进入多点突
破、竞相迸发的新阶段，把握新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将对我国产业链
占据国际有利地位、推动实现跨越式
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

首届中国地方政府治理高层论坛举行

共话智能化政府治理的创新发展

智博会·嘉宾观点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王丽）

8月27日，由国家文物局、中国国际
智能产业博览会组委会主办的智慧文
博高峰论坛举行。本次论坛以“智慧
博物馆建设”为主题，来自英国大英图
书馆、南京博物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等文博单位和相关企业的7位专家
学者作了主题演讲。他们一致认为，
在大数据智能化的驱动下，智慧博物
馆建设已成为全球趋势，未来的博物
馆将成为更开放、更具历史厚度和文
化温度的生活空间。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
主任穆红玉出席论坛并致辞。她指
出，举办智慧文博高峰论坛，既是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
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践行

让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的
具体行动。智慧文博在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重庆实现高质量
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拓展了新空间。

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关
强在致辞中表示，智慧博物馆建设要
为挖掘文物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
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服务，更要
为揭示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
神、文化胸怀，不断坚定文化自信服
务。要围绕民生所愿、百姓所需，找准
传统与创新、历史与现实的最佳结合
点，推动文物保护成果人人共享。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

公众的文化需求引领博物馆事业
的健康发展，为了更好地服务公众，博
物馆要成为教育者、服务者和传播
者。在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博物
馆要时刻保持“时代”思维，用新的传
播手段，讲好过去生活的故事、乡镇发
展的故事、地域文化的故事、中华文明
的故事。

湖南省博物馆馆长段晓明：
在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陈列儿

童导览游戏 App《时空博物馆卡》、
MR 虚拟展示教育项目“长沙窑——
千年窑望”、百度AI博物馆魔盒等一
系列沉浸式、交互性的数字展示项目
广受欢迎。今后在智慧博物馆建设的
实践中，我们将更加重视顶层规划设
计，以实际需求为导向，注重数据开发
利用

苏州博物馆副馆长茅艳：
让文物活起来，仅靠传统的博物

馆业态是很难实现的，而数字化技术
正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

智慧博物馆建设周期长、工程量
巨大，需要大量公共资金的投入。因
此，在智慧博物馆建设过程中，应充分
考虑应用需求的不断提升、技术设备
的更新换代和工作人员的不断调整三
大因素，保证“互联网+博物馆”的可
持续发展和生命力。

华为集团副总裁张皓强：
华为是全球领先的ICT基础设施

和智能终端提供商，我们致力于把数
字世界带给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
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在我
看来，智慧博物馆建设的愿景是打造
博物馆神经系统，通过无处不在的感
知与联接，实现触手可及的智慧。我
们将继续为智慧博物馆建设贡献华为
力量。

智慧文博高峰论坛举行

博物馆将成为更具文化温度的生活空间

8月27日，智慧文博高峰论坛现场。
重报集团记者 张质 摄

智博会·嘉宾观点

本届智博会上，全国首创文化领
域大数据人工智能创新项目——重庆
记忆文化大数据平台在S2馆正式亮
相。该平台项目是在市委宣传部、市
文旅委主导下，由重报大数据研究院、
重庆华略数字文化研究院进行设计与
研发。

“重庆目前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完

成情况在全国居前列，但一直缺乏统
一平台进行聚合。”重报大数据研究院
技术部副主任肖勤斐介绍，重庆记忆
文化大数据平台通过大数据与人工智
能技术，将跨部门文化数据进行聚合

与统一开发利用，在影、音、图、文、
3DMAX、地理信息等全类型的异构
数据中建立关联关系，开拓了重庆数
字文化新形态，打通了文化数据孤岛。

除了能够实现多元异构数据关

联，平台还能够利用独家研发的记忆
图谱数据可视化技术，清晰地呈现关
联数据间的关系结构。例如在平台上
检索“重庆直辖”，记忆图谱便可清晰
梳理出与重庆直辖的文化关联关系，

还能够帮助使用者发现之前未知的与
重庆直辖有关的文化关联，从而获取
到更大量、更多维度的信息。

据了解，该平台有两种资源呈现
模式，一是传统的列表式呈现，二是在
三维实景图中聚合呈现与选定建筑相
关的数据资源。

（渝北区融媒体中心 陆世玲）

重庆记忆文化大数据平台亮相智博会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黄琪奥）
8月27日，作为2019年中国国际智能
产业博览会专题论坛之一的重庆数字
出版年会（2019）暨西部数字内容产
业年会筹备会在雾都宾馆·太阳城举
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鸣出席
会议。

年会发布了《2018年重庆数字出
版业发展报告》，揭晓了2018年度优秀
数字出版系列奖项，举行了西部数字出
版企业合作签约和新产品上线仪式，
14位市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数字出版
为数字经济添翼赋能”主题进行了深入
探讨。

据了解，2018年重庆数字出版业
总产出达204.74亿元，较上年同比增
长14%，呈现出发展生态不断优化、内
容供给能力不断提升、数字教育再创
佳绩、游戏产业崭露头角、产品研发能
力持续提升、基地建设成效显著等特
点。

中宣部出版局、中国新闻出版研
究院负责人，西部九省区市数字出版
管理部门负责人以及部分高校、西部
数字出版重点企业代表共300余人参
加会议。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融合发展
（武汉）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白立华：

“通过与智慧产业融合发展，能够
有效提升数字出版行业的传播力和影
响力。”白立华说，借助互联网、智慧产
业的新技术新应用，可以有效扩大出版
速度、质量、覆盖人群等，进而促进数字
出版业发展。

白立华认为，当前数字出版行业存
在内容良莠不齐的问题，主要还是与缺
乏审核有关。“以前传统出版行业有着
严格的审核校对制度，能够保证出版物
的质量，现在互联网，各类网站、自媒体

等都在发布内容，这些内容真假难辨不
说，还冲淡了高质量内容的关注度。故
要促进数字出版的发展，相关部门应当
加强对互联网出版的管理，确保内容质
量。”

对于重庆数字内容产业建设，白立
华说，建议重庆进一步加强与高校合
作，引进人才，并出台有吸引力的相关
政策，为企业提供更为宽松的市场环
境，打造有示范性的项目、企业和领军
人物，推动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数字
内容产业发展。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信息中心
原技术总监孙卫：

“要让数字出版产业实现进一步发
展，除了需要引进新技术，更需要出版

商重视读者需求，打造精品数字出版读
物。”孙卫举例说，北京中信出版社鼓励
编辑通过公众号留言来了解读者需求，
确定出版选题，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

孙卫表示，出版商在打造针对青少
年的数字出版物时，除了需要注重内容
的选择，更需要注重出版物的互动性。

“现在很多出版商在制作电子书等数字
出版物时，盲目模仿纸质书，忽略了电
子书的互动性，进而让青少年读者对电
子书产生审美疲劳。我们在出版以电
子书为代表性的数字出版物时，既要重
视它的质感，更需要通过添加视频、音
频等新媒体内容，增强数字出版物的互
动性，让青少年读者觉得它物有所值，
进而推进数字出版物的传播。”

重庆数字出版年会（2019）
暨西部数字内容产业年会筹备会举行

智博会·嘉宾观点

8月27日，重庆数字出版年会现场。
重报集团记者 李野 摄

8月27日，智慧物联与产业赋能高峰论坛现场。
重报集团记者 冉文 摄

智博会·嘉宾观点

8月27日，首届中国地方政府治理高层论坛现场。
重报集团记者 邹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