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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博会硬是可以！好耍、好热
闹！”市民张孟芳仅参观智博会的两个
展馆，就成为这个展会的“粉丝”。

她说，她在重庆生活了几十年，第
一次看到这种大规模展示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技术的科技展会，非常激
动。此次逛智博会，她拍了不少照片
和视频以备收藏。看到各种智慧医疗
技术给老年人的健康生活“保驾护
航”，她和老伴更是开心不已。“健康体
检不出社区，做手术有远程诊断系统，
在家养老还有机器人……现在的高科
技这么厉害，帮助我们乐享晚年，相信
我们的生活会过得越来越好！”

“智博会是当之无愧的热门展会，

让我感受到未来智慧城市的脉动。”被
同事称为“科技迷”的张林钊表示，智
博会还在筹备期间，智能制造、5G、工
业互联网等热词就“刷爆”了他的朋友
圈。借助智博会这个平台，他参与到
各种智能应用示范项目及互动体验
中，深切感受了智能化对未来生活、衣
食住行的所产生的影响。

张林钊对“智慧居住”系统尤其感
兴趣。在他看来，“智慧居住”技术带
来了居住的变革。今后的房子，将不
是冷冰冰的水泥盒子，而是通过智能
化操作系统“成长”起来的有“智慧”、
会“思考”的房子。比如市民回家前就
能提前打开空调，窗帘根据天气变化

自动调节光线强度，等等。这些“智慧
居住”技术将给大家带来安全、健康、
舒适、便捷的生活体验，他希望这种智
慧美好的体验惠及更多家庭。

“5G是本届智博会的一大亮点，
这种新技术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快、
非常快，它将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
有趣。”大学生蒋纪源表示，他和朋友
连续两天参观了智博会。无线VR眼
镜、无人驾驶……各种5G技术和产
品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蒋纪源最喜欢的是无人驾驶技
术。“虽然无人驾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
段，很多人为它的安全性担忧。但5G
具有高速度、低时延等特点，可以帮助

车辆在遇到危险时及时做出反应，更
好地保障乘客和行人安全。我相信，
经过科技人员的研发和攻关，无人驾
驶技术最终会走入市民生活，改变大
家的出行习惯。”

“智博会让我过了3D打印瘾！”
市民丁涛说，与上届智博会相比，本届
智博会主题更加突出，参展单位和高
科技产品更多。无论是智能工厂、智
慧金融，还是智慧环保、智能安全系
统，都非常贴近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
各展场的互动活动深受观众欢迎。

她印象最深刻的是 3D打印技
术。“以前觉得3D打印只能出现在各
种科研和比赛中，没想到它还可以打
印鞋垫、口香糖、面膜、糕点，离我们的
生活这么近。希望今后3D打印技术
被运用于更多产品上，为我们的生活
添彩。”

更多家庭开启智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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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博会后话感受——

他们心中的未来啥模样
本报记者 申晓佳 黄光红 廖雪梅 实习生 余大凯

“未来，5G会给生活带来非常精
彩和不可思议的变化。”智博会期间，
5G数字转型战略家乔·韦曼在数字经
济百人会上表示，5G不仅意味着更快
的网速，还意味着“万物互联”等新的
变化，将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
的改变。

他预计，由于5G的发展和普及，
更多的新应用将基于这一技术在未来
生活中切实落地。他还表示，重庆乃
至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开放合作方
面做得很好，智博会聚集了众多国内

外的重要嘉宾，就是开放的体现之
一。他相信重庆乃至中国将在未来获
得很好的发展机遇。

“智博会不仅为重庆带来社会
经济、产业转型的重要机遇，更会进
一步培育和强化全社会重视科学创
新、支持科学探索的浓厚氛围。”重
庆师范大学副校长杨新民表示，调
查显示 2018 年重庆市公民具备科
学素质的比例达到8.01%，在全国名
列前茅。

杨新民表示，对普通市民来说，智

博会是一个一年一度近距离体验、感
受前沿科技和先进成果的绝佳平台，
也成为了重庆市最重要、最具影响力
的科普载体之一。

杨新民说，这一科技盛会，将在孩
子们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让他们更
早地接触科学创新，在求学及以后择
业的道路上更重视相关学科、专业和
岗位。

“智博会让国内外更加了解重
庆，相信今后更多的智能化、大数据
领域项目和人才都会考虑来重庆发

展。”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高性能
计算机研究中心主任谭光明专程从
北京飞到重庆参加智博会，感慨不虚
此行。

他表示，“重庆呈现出的发展面貌
令人印象深刻，相信在未来国内外各
界与重庆的合作还会加深。”

“智博会不仅为智能化、大数据等
产业带来重要机遇，也为制造业转型
升级带来了可靠路径。”重庆大学教师
廖建表示，重庆的传统制造业基础深
厚，借助一年一度的智博会，将发掘到
更多转型机遇。

他说，企业代表和普通观众对机
床等展现出了浓厚兴趣，相信重庆科
技型企业的前景会越来越好。

重视科学创新的氛围更浓厚

“我们参加首届智博会时，就感受
到重庆对‘智造’的重视。”北京的卢深
视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的卢深视）创始
人兼CEO户磊说，这次参加2019智
博会，对重庆智能产业的发展速度感
触更深。

作为三维核心技术及平台产品提
供商，的卢深视的三维机器视觉人脸
识别技术已凭借非常高的大库比对准
确率及高安全级别防作伪功能，在边
检安防等行业落地。在重庆，的卢深
视推出的三维人脸识别智能门锁
SDK（软件开发工具包），已经集成于
本地芯片企业的产品上，将帮助重庆
门锁企业制造高精度三维人脸识别智
能门锁。

“重庆作为我国制造业重镇、西

南地区的科技中心，对于的卢深视而
言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机会。”户磊表
示，未来的卢深视将在西南区域持续
深耕，并将以重庆为核心，特别是依
托沙坪坝区良好的科教产业环境，打
造三维视觉生态集群，为重庆智能制
造产业及城市的智慧与安全提供服
务。

“智能制造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以
5G为代表的新一代通信基础设施建
设。”中国铁塔重庆市分公司总经理张
翅翔表示，作为我国移动通信基础设
施建设的国家队和主力军，中国铁塔
将积极推动“通信塔”与“社会塔”共
享，为我国5G网络大规模商用及智
能制造产业发展夯实基础。

智博会前，中国铁塔与重庆市人

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聚焦重庆
信息基础设施规建融合、应急保障、
5G产业融合发展等内容全面开展战
略合作。

张翅翔说，未来中国铁塔将与通
信行业各单位展开协作，共同回应重
庆社会各界对5G网络的新期待，勠
力同心地解决移动通信网络覆盖中的
各项突出问题。同时，为包括制造业
企业在内的全市各类客户提供基于通
信杆塔资源的智能化拓展服务与以稳
定供电为保障的综合能源解决方案，
助力重庆智能产业发展。

“当前，重庆正大力推进传统产业
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制造优势产业
集群。重庆的智能制造发展，非常让
人期待。”重庆甲运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下称甲运智能）董事长昌海表示。
在昌海看来，在智能制造领域，汽

车等少数行业对智能技术运用已相对
成熟，这既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又缓
解了企业的用工荒难题。但同时，还
有不少传统工业企业无法找到通过智
能技术优化现有工艺的具体方案。这
就给智能系统集成企业带来了巨大的
发展空间。

作为重庆智能系统集成行业中
的佼佼者，甲运智能早在2011年就
与日本企业合作，以日本的智能技术
服务长安、福特、铃木、马自达等主机
厂。通过多年研发，目前该公司已有
核心产品返销日本本土企业。

下一步，甲运智能将充分利用智
博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和重庆市政府
及各界伙伴一起，多维度地帮助重庆
传统工业企业走向智能化生产。“在明
年的智博会上，我们有信心带来更多
的科技研发成果。”昌海说。

更多工业企业走向智能化生产智博会·企业说

智博会·专家说

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简称智博会）于
8月29日闭幕。这是一次产业的盛会，签约项目600
多个；这是一场“头脑风暴”，46场论坛活动为我们大
致勾勒出未来的模样；这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日均客

流20.94万人次，众多“黑科技”让我们大饱眼福。
智博会期间，本报记者采访了众多专家学者、参

会企业家、观展市民。现在来听听他们对本届智博会
的感受，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描绘和期待。

智博会·随笔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
姆雷特”，莎翁这句经典判断，说
透了一部伟大作品的艺术魅力。

把这个逻辑搬过来评说智博
会，也是很恰当的——在智博会
面前，一千个人的所感所得，恐怕
也不尽相同。艺术反映的是人们
不同的审美水平，而智博会考验
的，其实是人的“智”商高低。

这里说的“智”商，可不是平
常人们说的那种指向智力高低的
数据，而是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认
知、体验、运用的程度水平。大数
据智能化包罗万象，既有理论，又
有产品；既涉及商业运营，又关系
政府管理。在这个“人人争说大
数据、处处感受智能化”的科技时
代，不论是哪个群体，都需要与生
活和工作相匹配的“智”商。

智博会，无疑是理解智能价
值、体验智能产品、观察智能产
业、检阅政府服务的一个重要的
平台。现在，智博会闭幕了，人们
面对智博会，不能只是兴奋热闹
一场，然后各自悄然散去。

简言之，对所有人来说，梳
理、固化和提高“智”商，才刚刚开
始。

一个搞大数据智能化研究的
朋友说，智博会结束后，他的工作
就是认认真真梳理总结那些诺贝
尔奖得主、图灵奖得主以及知名
专家学者都说了些什么。他说，
思想的盛宴不应只在那一刻陶
醉，而应在长久的回味中得到些
什么。

一位做科技企业的公司老总
说，智博会那几天，他认真记录了
马化腾、杨元庆、雷军这些企业家
对行业的趋势分析，对一些新推
出的智能产品和智能应用进行了
体验和分析，收获很多。他说，腾

讯结合重庆巴渝文化，将“非遗”
文化IP植入游戏、动漫等年轻人
喜爱的数字内容，这对他们企业
做智慧旅游产品开发很有启发意
义。

一名在政府工作的中年男子
说，开完智博会，他觉得内心有一
种“本领恐慌”，接下来，是时候加
强对大数据智能化的学习运用
了，否则，未来很可能难以胜任工
作。

当然，还有很多家长和孩子
挤在伴学机器人面前，婆婆们被
那些智能按摩器、望远镜、榨汁机
深深吸引，很多人看着机器人唱
歌、跳舞，体验VR、魔镜，感叹不
停，神采飞扬。由此，开始接纳和
拥抱人工智能。

把这一切智博会上智慧、体
验、应用的珍珠串起来，就是智博
会给每个人留下最坚实最美好的
价值项链——“智”商，因智博会
而提高。

在那本著名的《三体》中，有
这样一句话：“未来的技术进步现
在已成为不确定的事情，如果人
类在太空中一直是蜗牛的速度，
那我们就应该尽早开始爬。”

在数字大潮中，每个人都应
该提高自己的“智”商。都说人工
智能将唤醒万物，其实对人类来
说，首先是要唤醒自己。AI和人
类的关系，纵然还有千万种猜想
和怀疑，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亲
近，是永远难以阻挡的未来趋
势。人之所以能够成为“阿尔法
狗”当之无愧的主人，也深刻说
明，人类可以借助人工智能，逐渐
认识世界和宇宙，并成为最聪明
的生物。

是的，一切尽在“智”商中。
让我们一起提高“智”商吧。

一起追求高“智”商
□单士兵

智博会·市民说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书画爱
好者可以在重庆参加书画等级考试
了！8月3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
市书画考级办获悉，经教育部考试中心
批准，书画等级考试（CCPT）将于
2019年下半年在重庆举行。考试时间

定于11月23至24日，网上报名时间
为9月11日至10月10日16时。

据悉，本次考试的重庆承办机构为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承办部门
为重庆市书画等级考试管理办公室。
考试采取全国统一考试、统一命题、统

一评卷，考试合格者可获得由教育部考
试中心统一颁发的证书。开考科目共
有书法、硬笔书法、国画山水、国画花
鸟、国画人物、素描、动漫画、色彩8个
科目。书画等级考试每年开考两次，分
别是3月报名，5月考试；9月报名，11

月考试。
据了解，书画等级考试采取全国统

一网上报名、网上缴费系统。报考者可
通过网站http://ccpt.neea.edu.cn/报
名，并网上查询报考通知（含考试科目、
级别、时间、考点及注意事项）等。报名
者不受年龄、职业、学历等限制，可根据
自己学习情况和实际能力选考相应的
科目和级别。考生同一考试时间段只
能选考1个科目。

教育部书画等级考试可在渝参考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5001034003679），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8月3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忠县
获悉，一段展示忠县旅游资源、民俗风
情、人文底蕴、本土企业、电竞产业等方
面的“30秒游忠州”微视话题，在短短
一个月内播放量破亿。

“再次点燃了忠县文旅。”忠县相关
负责人介绍，微视话题通过搞笑段子、
舞蹈、旅游VLOG的形式将忠县的魅
力展现给屏幕前的千万粉丝，引来了大
批网友的关注和点赞。

如何让“双晒”的传播效果持续下
去？“双晒”过后，忠县联合腾讯启动战
略合作项目——“30秒游忠州”主题活
动，持续推广忠县文旅资源。

7月17日-7月22日，50余名短视
频达人、图文创作者、媒体记者齐聚忠
县，5天内深度体验“玩转”忠县，并通
过搞笑段子、舞蹈、旅游VLOG的形式
将忠县的魅力展现给屏幕前的千万粉

丝。腾讯大渝网的vlogger和图文作
者们，也用镜头和笔创作出一段段关于
忠县的美妙故事。

短短半个月时间，“烽烟三国、石宝
寨、忠州豆腐乳、江上明珠”这些关键词
大量出现在公众视野，引来了大批网友
的关注和点赞。很快，视频播放量破
亿，无数网友参与评论和分享。

“乘势而上，以文促旅，以旅彰文，
有效推动旅游产业新的跨越式发展。”
忠县相关负责人称，“双晒”活动之后，
忠县“30秒游忠州”项目进行了一次线
上线下融合互动推介，形成了全流程、
立体化的宣传工作格局。“再次点燃了

忠县文旅。”
忠县下一步将逐步恢复建设刎首

留城、巴台望月、四望楼、四贤阁、陆宣
公祠、秦良玉故里，打造“忠文化主题
公园”“忠文化主题街区”“忠文化文艺
作品”等“忠文化”展示载体，开发具有
典型“忠义精神”的电竞项目和融入

“忠文化”的服饰、玩具等旅游商品。
同时新建巴蔓子广场，打造忠州·三峡
老街，提升白公祠、忠州博物馆，把县
城打造成全域最大景区、最美景区；并
不断提升石宝寨、三峡港湾国际旅游
度假区、“三峡橘乡”国家级田园综合
体三大核心景区竞争力，形成忠县旅
游“金三角”。

看一场演出、打一场电竞、听一场
音乐会、跑一次马拉松、采一篮柑橘、观
一次三峡鸟、赏一轮江月、体验一次“忠
文化”……忠县倾力打造的8大特色体
验活动，不断扩大忠县文化旅游的影响
力。

“30秒游忠州”微视话题再次点燃忠县文旅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双晒”之后看文旅

在 2019 智博会亮相的世界第一辆也是最顶级的电动方程式赛车，圈粉
无数。 特约摄影 钟志兵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吴志杰）要让重庆资本市场多与世
界对话——8月30日，2019江北嘴财经
资本市场国际化发展峰会在江北区举
行。来自资本市场的知名专家齐聚一
堂，围绕境内外资本市场发展趋势及重
庆企业如何了解境外资本市场、走向境
外资本市场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解读剖
析、分享了真知灼见。活动中，中西部首
个区域国际资本市场服务中心——重庆
市境外资本市场服务中心落户江北嘴。

此次峰会由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和江北区委、区人民政府主办。

峰会上，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现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所长、华夏新供
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围
绕“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
开放”作了主题演讲；香港交易所、新加坡
交易所、中欧国际交易所、德意志交易所、
伦敦证券交易所相关负责人首次同台亮
相重庆，向观众分享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前
沿动向和各自交易所在企业上市及融资

方面的优势及要点；来自监管层、服务机
构、高等院校等领域嘉宾，还就资本市场
的发展趋势等话题展开了主题分享。

活动中，中西部首个区域国际资本
市场服务中心——重庆市境外资本市场
服务中心落户江北区江北嘴。该中心将
搭建重庆企业境外上市或融资的服务窗
口，不断提升我市经济证券化整体水平，
促进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此外，江北区政府还与交银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华泰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重
庆分公司、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上海
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重庆）
事务所6家全球知名的资本市场服务机
构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本次峰会是重庆资本市场与世界
对话的一次先行尝试，体现了我市开放
与合作的态度。未来，我市将举办更多
类似活动，不断推动重庆资本市场走向
国际、走向成熟。”

中西部首个区域
国际资本市场服务中心落户江北嘴

2019江北嘴财经资本市场国际化发展峰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