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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健康大数
据该怎么用？智慧医疗怎么发展？8
月27日，2019智博会智慧医疗高峰论
坛举行，来自各界的专家学者就智慧
医疗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副市长屈
谦出席论坛。

此次论坛设有智慧管理、医疗健
康大数据、互联网及智慧医疗、智慧检
验、智慧健康养老、网络信息安全认证
六大分论坛。

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
“健康，是需要整合的。”中国工程

院院士樊代明认为，健康有四个“全”，
包括全民健康、全程健康、全身健康和

全能健康。
樊代明认为，医学一定要真善

美。首先要求真务实、科学治病。其
次是善和美，包括医生对病人的呵护
以及病人对医生的尊重，“善和美才
是医学的本质，才是人性的体现，医
生治病如果只是用冷冰冰的手术刀，
那就忽视了人性，医学也失去了温
度。”

“健康要融入万策，健康需要整
合。”樊代明指出，智慧医疗就是要智
能，把已取得的数据整合起来，有所
取舍，形成新的医学知识体系，这就
叫整合医学，也就是整合健康学。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军军医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主任卞修武：

据统计，每年我国新诊断癌症病

人 392.8 万，相当于每分钟有 7.5 个人
被诊断为癌症。医疗大数据对付癌
症，有无办法？

我们从病例上诊断了这么多肿
瘤，发现这些肿瘤千变万化，结构异常
复杂。人工智能在辅助病理诊断时，
一定要考虑肿瘤的复杂性，要跟临床
相结合。

过去我们认为肿瘤里面的血管与
正常的血管没有区别，通过研究发现
这些血管其实是多样的，人工智能如
果能精准判断肿瘤里面的每一根血
管，对肿瘤治疗是非常有帮助的。这
些数据的量肯定很大，已经远远超出
病理医生的能力，这就需要人工智
能。医疗大数据真正要做细，在临床
上才有意义，而不是把一大堆临床数
据搞在一起，最后是数据大，而不是大

数据。

中国工程院院士韩德民：
目前我国医改面临两大瓶颈：一

是优质医疗资源不充足、分布不均衡；
二是大众医疗健康服务需求不断在提
升。这就带来诸多问题，比如医疗服
务资源“倒三角”，基层基本医疗服务

“网底破碎”，老龄化、超老龄化带来的
社会巨大压力等。

面对压力，我们要从治疗为中心
转向健康管理为中心，新的手段方法
就是互联网、大数据和医学人工智
能。

“但无论是互联网还是医学人工
智能，基础是人才。”韩德民认为，人才
要有四个标准，第一是文化自信，第二
要心胸豁达，第三是攻坚创新，最后是

复合引领。“知识越来越丰富，任何一
项工作、任何一项技术突破都不可能

单打独斗，必须要有引领有团队，才能
创新出成果。”

智慧医疗高峰论坛举行

利用医疗大数据为临床服务

本报讯 （记者 曾立 杨铌
紫）逾500名行业精英汇聚一堂，为
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集思广益，
共绘蓝图。8月27日，2019智博会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在重庆
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当选主席、
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南开大学原
校长龚克，副市长、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市发展改革委主任熊雪出席论坛
并致辞。

本次论坛由智博会组委会主办，
重庆市经信委、中国电子学会、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部、联合
微电子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承
办。论坛以“智能时代的基因”为主
题。

论坛上，被称为影响了21世纪
光电技术的“蓝光之父”、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得者中村修二作了《蓝色LED
和未来照明的发明》的学术报告；意
法半导体集团副总裁、ST系统研究

与应用总经理亚历山德罗·克雷姆尼
斯作了题为《集成电路在人工智能和
物联网领域的应用》的报告；中国工
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尤政作了
题为《微系统技术及其应用》的报告
分享。

除了学术交流，论坛上还举行了
“重庆市集成电路特色工艺及封装测
试制造业创新中心”授牌仪式和“重
庆集成电路产业促进中心”揭牌仪
式。“一线三校”战略协议、重庆西永
微电园多项合作协议，也在论坛上正
式签署。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村修
二：如果没有森林制造氧气，人类如
何生存？

我们是不是可以将植物都移到
室内栽植，产生的氧气供人类呼吸，

人类也可以完全生活在室内，不用参
与室外活动？

在很多人看来，我这个想法很疯
狂。但我认为，创新就来源于“疯狂”
的想法。至少现在，蔬菜可以实现室
内栽植，所需的照明和温度都可以由
LED灯提供。

而 对 于 未 来 ，我 可 以 告 诉 大
家，未来之光已经不是蓝光，而是
激光照明，激光要比蓝光的强度
高 1000 多倍。我们用很小的 LED
就能得到非常强的光，可以广泛
应用于焊接、切割、扫描、汽车等
领域。

意法半导体集团副总裁、ST
系统研究与应用总经理亚历山德
罗·克雷姆尼斯：意法半导体是世
界领先的半导体厂商。去年，我们
的业务增长了大概 20%，比行业平
均增长高一倍。因为我们关注了
两个领域，一是物联网，一是智慧
驾驶。

传统市场一般都是基于一个单
一的成功技术，反复使用很多年，但
是物联网完全不同，是多个不同的
技术，有多个不同的使用者。物联
网能做很多事情，我们能让它更好
地造福世界，同时企业也获得很好
的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
长尤政：一部手机能感知声音、高度、
步数等，是因为有20多个传感器；一
粒小米大小的“智能灰尘”，装有太阳
能电池、超级电容器、传感器、无线通
讯等装置——实现这一切的正是微
系统技术。

微系统技术是前瞻性、颠覆性的
交叉新兴技术，也是能带动多领域发
展的基础性技术，发展微系统技术至
关重要。国家应统一规划、统筹建设
基础设施，探索微系统技术及其应用
的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协同创
新机制。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重庆加快发展集成电路产业

本报讯 （记者 夏元 王翔）
8月27日，2019智博会智能机器人高
峰论坛举行，来自国内外机器人制造
领域的500多名嘉宾参会，多位专家
学者及行业人士，围绕推动机器人智
能化应用作了经验分享交流。副市
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市发展改革
委主任熊雪出席论坛并致辞。

目前，重庆已聚集300多家机器
人企业，初步形成集研发、整体制造、
系统集成、零部件配套和应用服务为
一体的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重庆
计划到2022年，累计推动5000家企
业实施智能化改造，建设40个智能工
厂，培育50个行业级智能制造标杆企
业，在这一过程中，大量智能机器人
将扮演重要角色。

论坛上，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执行副会长、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
执行理事长宋晓刚发布的《面向
2035 年的机器人发展战略研究报
告》显示，按照国际机器人产业发展
规律预测，到明年全球将有 210 万
台新装的机器人投入应用，特别是
智能机器人将成为机器人制造的主
流。今后，智能机器人将主要应用
于三个方面：一是满足社会公共服
务需求，如养老、助残；二是满足国
家重大项目需求，如航天、航空、深
海、消防等；三是面向居民家庭满足
个性化需求。

随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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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围绕

智能机器人相关衍生话题，作了“智能
无人系统与无人经济”“跨学科融合促
进未来机器人发展”主题演讲。

他们表示，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
的代表性产品，将随着人工智能、新
型材料、新型感知等前沿技术的进步
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呈现
出更加灵活、高效、安全、与人共融的
新特征，并在提供有效社会供给、创
造新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

“当前机器人制造已进入2.0时
代，也就是智能机器人时代。”作为
机器人制造企业代表，沈阳新松机
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总裁曲道奎在演讲中直言，机器人
的概念正在经历巨变——传统的机

器人就是一个多功能的机器设备，
而新一代的机器人已经成为“人类
的伙伴”，特别是随着机器人制造过
程中加入人机协作、环境感知、数据
视觉等前沿技术，今后一批智能机器
人将深度参与并融入我们的工业生
产及日常生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机器人实验
室主任陈小平、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送根等机器
人领域的产学研人士均表示，新技术
的突破和多学科技术之间的深度交
叉融合，将不断推动机器人智能化应
用，今后机器人能够从事的工种将越
来越丰富，机器人将从过去只能从事
简单重复性劳动，变成能够互联、共
享，实现协同作业。

智能机器人高峰论坛举行

嘉宾纵论机器人智能化应用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颜若
雯）8月27日，2019智博会智慧农业
高峰论坛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
行。副市长李明清出席论坛并致辞。

国内外行业专家学者、行业机
构及知名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围
绕“大数据智能化为现代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赋能”这一主题，展示智慧农
业技术前沿，分享智慧农业成功经
验，探讨智慧农业发展方向。

外国嘉宾——
智慧农业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我认为智慧农业助推乡村振
兴，首先就要解决水污染问题，利用
大数据技术实时监测水质，保证水资
源安全，特别是贫困人口的饮水安
全。”加拿大皇家科学院前院长、加拿
大科学院和工程院双院院士默罕默
德·贾马尔·迪恩演讲时，向观众展示
了低成本全集成的智能水质监测系
统的美好应用前景。

希腊雅典农业大学教授尼克·西
格里米斯提出，智能农业向智慧农业
发展，必须依托云技术、大数据、物联
网等在智慧农业上的应用。他呼吁
各方在乡村振兴中加强国际合作与
交流，注重培养人工智能系统方面的
人才，让专业知识与大数据紧密相连。

韩国全罗北道农林水产食品局
局长崔宰墉则认为，韩国与重庆都有
制作发酵食品的传统，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中，双方可以加强交流与合
作，深入进行发酵食品的相关课堂研
究，利用智能化手段把微生物成果运
用到美食产业当中。

行业专家——
智慧农业成果要广泛投入乡村

论坛上，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

化司司长唐珂表示，当前我国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面临着质量、效益不高
和农业产业竞争力不强的严峻挑
战。他认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
智慧农业，应面向世界农业信息技术
发展前沿，面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
主战场，面向“三农”发展的战略需
求。

“智慧农业，乡村振兴，均离不开
农业机器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
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赵春江认为，我们国家必须大力发展
农业机器人，重点研发信息监测类机
器人、人机共融的农业机器人系统以
及顶级的无人监管式农业机器人系
统。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主任王小
兵从技术角度解剖智慧农业，分析了
大数据引领驱动乡村振兴的关系。
他认为，乡村振兴就是要打造数字农
产品，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运用
导向，要把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农

村经济社会深度融合。

企业代表——
智慧农业应加速市场化进程

在智慧农业市场化的进程中，如
何激发前沿技术落地乡村，去解决农
业信息化的痛点？

“我们应该利用数字科技，助力
智能农牧新生态。”京东集团副总裁
曹鹏介绍，近两年，在智慧农业应用
方面，京东农牧打造了以 AI 为核心
驱动的“神农大脑”，并成功应用于生
猪养殖等领域。

阿里巴巴数字乡村实验室首席
科学家郑斌认为，乡村振兴是一个系
统工程，要通过数字化引擎驱动产业
发展，必须利用大数据智能化手段。
而这些前沿技术要落地农村，必须围
绕推动数字化生产、物流、金融、营销
全链条，全力打造乡村振兴的数字引
擎，构筑县域产业大数据生态网络。

智慧农业高峰论坛举行

用信息化引擎驱动乡村振兴

智博会·嘉宾观点

8月27日，智慧医疗高峰论坛现场。 重报集团记者 钱波 摄

8月27日，智慧农业高峰论坛现场。 重报集团记者 任君 摄 8月27日，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现场。 重报集团记者 李斌 摄

8月27日，智能机器人高峰论坛现场。 重报集团记者 胡杰 摄

智博会·嘉宾观点

智博会·嘉宾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