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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词】
8月29日，为期四天的2019中国

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庆落下帷
幕。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博览会的贺信
中指出：“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日新
月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
勃推进，智能产业快速发展，对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全球治理等方面产生重
大而深远影响。”智博会的现场也是

“遇见未来”热力场，一项项新科技、新
体验让人大开眼界。

这次智博会的一大亮点是AI技
术，也就是人工智能应用。展会上，AI
展位可谓铺天盖地。这家公司所聚焦
的教育行业，通过摄像头对学生的面
部表情进行识别，学生在课堂上无论
是微笑还是皱眉都会被及时捕捉，并
生成综合数据，辅助老师对自己的教
学质量有一个完整的把控。

5G技术是另一个抢眼的领域，本
次智博会所有场馆实现5G网络全覆
盖，展台上的5G场景应用以飞一般的
速度各显其能。互动项目采用40台摄
像机按3D特效拍摄，画面通过5G快
速传递到云端，制作并回传视频，从拍
摄、出片整个过程只需要几十秒，观众
立马可以看到自己炫酷的动态视频。

除了智博会的主会场之外，在重
庆两江新区新建的礼嘉智慧体验园，
就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体验了一把智
慧出行。

该园区将多辆自动驾驶车作为接
驳车投入运营，市民可以通过预约提
前体验到未来出行的感受。

记者和市民一起体验了一次无人
驾驶的小巴车。

【同期】小朋友
有点害怕
【同期】记者
害怕呀，为什么呀？
【同期】小朋友
撞车。我就是那种有一点怕，又

有些兴奋。
【同期】重庆礼嘉智慧体验园无人

小巴现场负责人 周师民
首先看我们的车辆前方，是没有

方向盘的，和我们一般的小轿车是不
一样的，我们车就只配备了一个随车
的 ipad，自动驾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ipad 上控制，我们在 ipad 上规划了路
线，然后它就会自动地到我们要去的
终点。

【解说词】这可不是在封闭道路上
做实验，小巴车上装载了七名普通游
客，包含了两名小朋友，在道路上也有
一些随机通过的车辆和行人，这对无
人驾驶的技术无疑是不小的考验。

【同期】重庆礼嘉智慧体验园无人
小巴安全员

咱们现在就是无人驾驶，咱们这
个车子现在是自动在行驶，然后这旁
边黄色的就是咱们的一个雷达扫描的
一个障碍物。

【解说词】在道路的尽头，按照路

线设计，这里小巴车应该自动调头，可
是前方人行道上突然来了一路下班的
工人。

【同期】体验观众
减速了。现在已经体验到在减速

了。
【同期】重庆礼嘉智慧体验园无人

小巴安全员
对，因为它已经观察到我们前方

有行人，然后它就会自动减速，待行人
通过之后，我们车辆才会自动再一次
启动。

【解说词】体验完全程2.5公里后，
在捏了一把汗的同时，乘客都感受到
从未有过的新鲜。

【同期】小朋友
我就感觉那个遥控汽车变大了。

像巨人的遥控汽车一样。
【同期】市民
既然上路了肯定是，应该是安全

性都有保证的，然后，但是还是期望它
能够早点应用于私家车，这样的话，我
们这些驾驶员可以轻松一点。

【解说词】无人驾驶的未来清晰可
见，除此以外，智能产业的发展已经更
多地渗入到市民生活、城市管理和经
济发展中去。重庆市北碚区的环保工
作人员们就率先体验到了AI技术带
来的便利。为了防控大气污染，我国
生态环境部门利用视频监控捕捉发现
污染源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而从今年8
月份开始，污染源AI自动识别系统在
北碚区正式投入运行。在北碚区生态
环境局的监控中心，记者看到，监控摄
像头显示器出现了一个红框，同时系
统报警，也就是说通过摄像头上新加
载的AI识别器，机器自动识别出这里
存在异常的烟雾焚烧。

【同期】重庆北碚区生态环境局
局长 覃林

这个就是刚才自动捕捉到的一处
野外焚烧造成的一个污染，就是通过
摄像头自主就发现了这样一个污染
源，然后预警就自动弹出，识别之后就
自主分配任务到网格员，要求现场限
时办结。

【解说词】据了解，这个系统能够
将监控设备捕捉到的视频图像在后台
实时分解为50余个不同色度和相关
特性的图层并进行高速运算，利用大
数据分析与自动甄别技术，识别污染
源特征，识别率达99.5%以上。在网
络发出信号以后，负责环境污染处置
的基层网格员的手机上也得到了准确
信息，需要立即赶往现场处置。

根据导航的位置，这位网格员很
快就发现了一处焚烧农作物的现场。
并进行了处置，从发现到处理结束，他
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而在过
去，他所耗费的时间和人力可远远不
止于此。

【同期】重庆北碚区三级网格员
胡昆

过去我们接到这个任务的时间它
都是延迟了一个小时了，等于说他们

一个小时以前拍摄监测到一个焚烧
点，我们一个小时之后才能接到这个
任务并进行处理。而且原来那个定位
也都不怎么准确，有可能方圆两三公
里，它就给你说个点位，要我们各人去
找，可能要翻几座山，才能把那个冒烟
点进行处理。

【解说词】据了解，当前环境部门
的工作人员正在将辖区内的渣土车、
工业排放等污染源的图片信息提供给
AI技术支持公司，让AI进一步识别
和学习，未来将布下一张更为严密的
大气污染防控网。

【同期】重庆北碚区生态环境局
局长 覃林

因为大气污染是瞬息万变的，可
能你上个小时没有处置到，这个浓度
就提升起来了，全天平均下来就超标
了，所以要精准到点位上。

【解说词】除了在城市管理上尝
试使用AI技术，当地在其他领域也
有很多新的创新应用。重庆以“渝
快”开头的大数据智能化平台也被广
泛应用于民生领域，为生活添彩。“渝
快办”集成全市政务服务资源解决了
16个方面、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
让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查询社
保、预约挂号等；“渝快融”以大数据
服务信贷与企业融资的需求，企业最
快可当日申请、当日发贷。在农业领
域，在重庆荣昌成立了国家生猪大数
据中心。该地的电子生猪平台年生
猪在售量超过2亿头，依托这个海量
数据，目前，当地正携手阿里巴巴等
互联网企业，联合建设国家生猪大数
据中心，为政府、企业等提供决策支
撑和生产指导。

【同期】荣昌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
办公室负责人 秦友平

“通过生猪大数据中心聚集生猪
养殖、交易、屠宰、加工等市场数据，打
通兽医、兽药、疫病等信息，为国家宏
观调控提供科学依据，为猪农提供智
能化解决方案。”

【解说词】重庆是个老工业城市，
传统产业如何实现转型升级是一个多
年来各方关注的话题。在这次智博会

上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工业互联网，这
个听上去有些新鲜的话题是什么概
念，能否成为传统制造业升级改造的
助推器呢？

【同期】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
长 余晓晖

其实是想解决工业的痛点，那么
工业痛点可能是我们工业从我们产业
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去迁移，我们的
生产质量，它的生产效率，还有商业模
式创新诸如此类，是我们需要工业互
联网去解决，对于大多数平台来说的
话，它其实没有这么强的能力去覆盖
这么多行业，所以某种程度上，需要解
决好这种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

【解说词】据了解，工业互联网是
全流程、全产业链的智能化改造，涉及
到供货端、生产端到销售端的每个环
节。企业通过上云、上平台，可以快速
实现信息化，同时享受到云上的模块
服务。为了深入了解工业互联网发展
现状，记者走访了重庆本地一家互联
网服务企业，这里正在建成重庆首个
汽摩行业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的二级
节点。所谓标识解析，简单说来就是
通过数字化标识，将传统工厂的元素
全部纳入网络化管理。这对这个行业
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同期】忽米网副总经理 王艺谚
像每个人上工的工人，他本身有

一个工牌的话，它本身就有了标识，那
个代码就代表他的一个身份，包括我
们每一台机器，上面它也有它的身
份。人、设备、机器、然后互联网系统，
还有任何一个小的单元都可以被标识
化，就是让它有一个直接的身份证，这
个身份证可以让它在运作中有规律地
被记录，而且有记录之后可以被无限
地运用到各个场景中去。

【解说词】不久前在重庆一家摩托
车企业的生产线就按照工业互联网的
要求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在此之
前，企业生产中海量的原材料处理让
他们很头疼。

【同期】重庆宗申动力信息高级
经理 江文

我们一个公司每天生产200个批

次，再算上每一个批次的物料200个，
每天生产的物料上万个，如此多的批
次，如此多的零部件，如果没有一个信
息系统的支撑，我们整个公司就无法
运转。

【解说词】针对这家企业的这个痛
点，他们以标识解析系统为切入，将上
下游企业、机器和原材料紧紧地结合
在一起。记者在现场看到，供货商拉
来的原材料上都粘贴着一张附有多个
智能信息的标识，到货之后，无需验
货，供货商可以直接扫码入库。

【同期】忽米网副总经理 王艺谚
它们可以自动通过这个打码的方

式，然后放到我们的智能仓储系统里
面，我们通过系统的排产排期，当需要
生产这一批物料的这个生产启动的时
候，它会自动把这个物料送到这个生
产线上去，到达生产线之后，整个智能
化的装配生产线它就可以开始进行自
主地装配了。

【解说词】这个标识系统就像是一
个小小的密码，打开了工业互联网的
大门。通过智能化改造，这个车间不
仅实现了零库存，而且以此为突破口，
建立了完整的智能生产线。从产品设
计、资源管理、制造过程管理，基本实
现了全流程拉通的数字化管理和网络
实时控制整条产线。其中在一个轴承
装配环节，三个机器人一起配合完成
一个精密动作。

【同期】重庆宗申动力技术总监
张奎

误差不能超过 0.01 毫米，超过了
就不能实现有效装配，最后另外一个
机器人要配合着把这个新轴从这三个
孔里面插下去，所以它们几个要求的
配合关系非常的高，我们是怎么解决
的呢？我们是通过3D的视觉系统把
所有的零件的位置关系，通过视觉系
统，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系统中心，重新
经过运算来进行调整，然后最终来实
现这个装配过程。

【解说词】通过这一系列改造，从
单个企业来说，这家企业人均产出效
率是过去的2.2倍，一次下线合格率提
升了近2个百分点。而从整个传统制

造行业来说，利用和拥抱互联网平台，
是积极拓展“智能+”，实现制造业转
型升级赋能的主要手段。

【同期】重庆经信委主任 陈金山
今年上半年我们改造了600多家

工厂，生产效率提高了60%，不良品率
下降了 40%几，你看这个效果是非常
明显的。通过智能化的改造，我们带
动了工业投资高速的增长，上半年工
业投资增长8.5%，技改投资占到工业
投资的 38.8%，增长 50%，这主要得益
于我们大力推动智能化改造的结果。

【字幕】
本届智博会
28个国家（地区）
843家企业参展
展出超过 1000 项最新产品技术

和解决方案
46场论坛活动
8大国际赛事
100多场发布活动
场内外洽谈签约项目超过600个
173家国外企业参展
8项国际赛事吸引了21个国家和

地区选手同场竞技
集中发布了涉及 5G、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等行业新标准新指数近20
项……

【解说词】在节目中我们看到，展
会上炫酷抢眼的智能产业、目不暇接
的新技术新应用，背后带来的却是朴
实无华、实实在在的变化，是环保工作
人员扑灭燃烧秸秆的速度加快，是几
颗螺丝钉安装的快速精准，是生猪产
业数据的深入挖掘。其实无论AI技
术助力城市管理，还是给传统制造业
装上智能的大脑，这些都让我们看到
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释放
出的巨大能量。正如这届智博会的主
题所描绘的那样，这些新技术、新业
态、新场景正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正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插上翅
膀。“共创智能时代，共享智能成果。”
对于智能产业的发展，中国将一如既
往地和世界开展合作，创造更多“遇见
未来”的机会。

（据央视《焦点访谈》）

央视《焦点访谈》聚焦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智博会 遇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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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智博会现场，翻筋斗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观众。 特约摄影 钟志兵

（上接1版）8项国际赛事吸引了21个
国家和地区、415个境外团队和选手
同场竞技。主宾国新加坡、英国、意大
利设置国家馆，并围绕主题开展了系
列特色活动。

前沿智慧科技成果精彩亮相

本届智博会展示内容聚焦“商用、
民用、政用”全覆盖，28 个国家（地
区）、843家企业参展，企业数同比增
长57%。展览面积21万平方米，展出
超过1000项最新产品、技术和解决方
案。

智能轨道系统等高端智能装备、
紫光智能工厂等首次亮相，NEXO自
动驾驶氢燃料电池车、虚境城市实时
3D体验等让参观者耳目一新。

学界泰斗为智能发展贡献良策

本届智博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科斯提亚·诺沃肖洛夫等139

名学界泰斗、国内外大数据智能化领
域215名业界翘楚、商界领袖，围绕智
能制造、5G科技、工业互联网、人工智
能等大数据智能化领域主题，站在智
能科技之巅，开展高端对话交流，为智
能发展贡献良策。

国际交流合作更加密切

本届智博会期间，56个国家（地
区）嘉宾，13个国家部委负责人，7个
兄弟省区市相关领导参会。现场集
中签约重大项目89个，覆盖智能产
业、智能制造和智慧城市等领域。来
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
名政商学界代表共商数字丝绸之路
合作大计，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其间，来自5个国家的12个政府

部门、专业机构和企业代表现场签
约，涵盖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4.0、
数字贸易等领域，涉及科技创新、人
才培养、技术转移、国际交流等合作
内容。

“最强大脑”凝聚创新资源

本届智博会期间，13名诺贝尔奖
得主、4名图灵奖得主、2名菲尔兹奖
得主、6名国际组织负责人、52名国内
外知名院士齐聚重庆，“最强大脑”凝
聚创新智慧；展览展示全景呈现全球
智能科技最新动态；赛事活动瞄准全
球新动向，集聚全球行业顶尖团队创
新人才。全球大数据智能化领域优质
资源汇聚重庆，促进了政、商、产、学、
研大融合，让智博会成为高端对接、务

实合作的国际性平台。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平台日臻成熟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本届智博
会期间，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国际无
人机竞速大赛等国际赛事提档升级，
逐渐形成品牌。

同期举行100多场各类发布活
动，发布大数据智能化领域新技术、
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智博发布”
平台日臻成熟。集中发布了涉及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行业新
标准、新指数近 20 项，首次发布了
《未来网络全球行动纲领》等。多家
知名企业还发布了新技术、新产品，
智博会影响力和美誉度持续扩大，智
博会成为大数据智能化业界备受瞩

目的盛会之一。

让群众实景体验美好智慧生活

本届智博会新增了两江新区礼
嘉“智慧生态城”、渝北仙桃数据谷
智慧交通及自动驾驶示范区和中国
智谷·重庆经开区等3个场外实景体
验场景，提前免费向市民开放，让群
众实景感知体验未来智慧生活美好
图景，回应群众对大数据智能化的
高度关切。

为重庆智能发展凝聚力量

本届智博会期间，在渝市领导及
全市各部门、区县及有关方面“全体总
动员”，积极参加智博会131场系列重
要活动，凝聚智能化发展力量。

各家媒体全程直播开幕式暨高
峰会盛况，25场重要论坛全程网络图
文直播，刊发智博会相关稿件1.2万
余篇（条），总阅读量超过7亿次。让

广大群众接受了一次智能化领域的
科普，为重庆智能化产业发展孕育新
生力量。

进一步积累办展经验

本届智博会期间，智博会场馆实
现5G网络全覆盖，首次设置专业观众
日、商务洽谈区以及会展专用道，展会
期间公共交通疏运乘客83.75万人次，
日均客流20.94万人次。智慧交通、智
能安保、智慧服务、智能导视等智能化
手段全面提升本次展会观感体验，观
展井然有序，服务周到热情。

此外，173家海内外媒体1212名
记者向全球同步讲述智能化精彩故
事；1200名青年志愿者用青春汗水添
彩智博会，受到业界和市民赞誉；专业
化团队会展经验不断积累，政府治理
水平稳步提升。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存荣出
席闭幕式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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