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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四川南充电 （记者 王亚
同）以“新时代、新丝路、新未来”为主题
的2019中国西部丝绸博览会（以下
简称“丝博会”）9月17日在四川省南充
市启幕，来自国内外的300多家企业参
展。其中，我市参展企业携带的智能蚕
桑设备系统，引发相关业内人士关注。

此次丝绸博览会由中国丝绸协
会和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主办，南
充市、四川国际博览集团和四川省丝
绸协会承办，将持续至22日。展会

共设丝纺产业、丝绸文旅、丝路合作、
区域合作和地方特色5大展馆，还重
点设立了重庆、浙江、江苏、四川、陕
西、广东、广西、山东、辽宁等展馆，进
行跨区域交流合作。

我市璧山区京渝瑞基公司总经
理蓝长斌介绍说，他们通过与重庆市
蚕科院等单位合作，研发出集智能蚕
桑养殖设备、管理系统和大数据平台
于一体的设备系统，实现了桑蚕业融

合智能科技的突破。目前，该企业的
设备系统在重庆奉节等地投入使用，
展现出良好的效果。此次，他们受邀
参加丝博会，当天就与多家企业和桑
蚕养殖大户达成合作意向。

2019中国西部丝绸博览会在四川南充启幕

重庆智能桑蚕“黑科技”设备系统引关注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说好普通
话，方便你我他。”“讲普通话，写规范字。”
9月17日，重庆市第22届全国推广普通
话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暨2019年重庆市
经典诵读展示活动，在重庆市渝北区立人
小学校举行。本次活动由重庆市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主办，
渝北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渝北区教育
委员会承办。本届宣传周的主题是“普通
话诵七十华诞，规范字书爱国情怀”。

当日上午，下起了小雨，现场表演者
的活力和观众的热情却丝毫不减。朗诵、合
唱、武术、歌舞……启动仪式上，来自渝北区
各小学、中学、大学的学生用丰富多彩的形式
朗诵了古今经典诗词作品，让师生们在提
升诵读水平的同时，感悟了中华文化博大
精深的魅力。电视台主持人声情并茂、字正
腔圆的朗诵，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专业级别的
艺术享受。社会单位则结合自身行业特点

表演了精彩的推普节目，深受观众好评。
据市教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按照教育

部、国家语委下发的《教育部等八部门关
于开展第22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
动的通知》要求，本届“推广普通话宣传
周”将从9月16日持续至9月22日，还将
下基层，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通过开
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广泛普及普通话和规
范字的知识。同时，本届活动结合市文明
委印发的《全市大力推广使用普通话工作
实施方案》，重点将围绕培养与小康社会相
适应的市民语言能力，建设与我市综合实
力相适应的地区语言能力；提升公职人员
在公务活动中的普通话水平、抓好窗口服
务行业的推普工作、加大推普攻坚工作力
度；发挥好学校基础作用、党政机关表率作
用、新闻媒体榜样作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
窗口作用；积极运用新媒体在全市范围内
大力推广普通话等方面工作务实开展。

重庆启动第22届
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9月16日，
2019“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之“向祖
国深情告白”国家审计进高校宣讲第一站
在西南政法大学拉开帷幕，来自重庆审计
一线的工作人员为西政学子们分享了新
中国发展进程中国家审计的成长故事。

当前，审计监督已经覆盖到经济社会
运行的各个领域，“审计就像体检，不仅是
为了查病，更是为了治已病、防未病。”

随着大数据、互联网等科学技术的快
速发展，审计的技术手段也从过去的算
盘、计算器、计算机辅助审计，转变为互联
网+审计。各级审计机关已经建立起跨
层级、跨地域、跨系统的审计数据库，并充

分运用关联分析、数据挖掘、联网分析等
技术手段，实施“总体分析、发现疑点、分
散核实、系统研究”的数字化审计模式，这
提高了审计监督查找问题、研判趋势、感
知风险的精准度和效率。

据介绍，此次活动由审计署、共青团
中央指导，审计署审计宣传中心与中国青
年报社主办，重庆市审计局与西南政法大
学承办，紧紧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
一主题，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激发审计干部和青年学生
的爱国热情，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伟大民族精神，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
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2019国家审计进高校宣讲
在西南政法大学拉开帷幕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
习生 孙天然）礼嘉智慧体验园成两
江新区中小学生的校外研学基地。9
月17日，两江新区教育局组织首批近
100名同学，到礼嘉智慧体验园感受
智慧场景，同学们和机器人打冰球，通
过AR研究“三体”文明，在愉快的体
验中萌芽科学的种子。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礼嘉智慧体验
园的作用，两江新区将体验园确定为校
外研学基地，当日前来参观体验的首
批学生来自礼嘉中学和星光学校。此
后，两江新区还将分批次组织区内所有
中小学校长、书记和学生前往体验。

“把礼嘉智慧体验园作为校外研
学基地，可以从人工智能科学普及、人
工智能编程基础、人工智能行业应用
和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四个方面，推进
人工智能教育，从而激发学生对人工
智能的兴趣，提升科学素养。”两江新
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今年智博会后，两江新区
已为42所中小学及公办幼儿园配置
了65间人工智能机器人教室、10间乐
聚创客实验室，215个优必选CRUZR
机器人，为100名人工智能机器人课
程教师开展集中培训。同时，两江新
区还构建机器人编程教学体系，新区
所有中小学校都开展了标准教材编程
教学，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组织编程
大赛、电脑制作大赛、机器人竞赛，新
区多名学生在国家级、市级比赛获
奖。实施STEAM跨学科课程和创客
课程，将其纳入“三点半”课后服务。

礼嘉智慧体验园成校外研学基地

“中秋快乐，要记得吃月饼哟！”视频
中，儿女暖心的话语让44岁的罗永金红
了眼眶，这天是9月13日中秋节，罗永金
却远在万里之外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简称
巴新）。作为第十批中国援巴新医疗队队
员，来自市人民医院心外科的罗永金将在
巴新援外一年。

事实上，市人民医院的援外历史要追
溯到上世纪80年代。近40年来，该院共
向外输送49名备选队员、15名正式队
员，他们身上有着怎样的故事？

传染病猖獗
专车玻璃窗有铁丝网

巴新，位于南太平洋，艾滋病、疟疾、
结核、肝炎、登革热等传染病猖獗。然而
当地医院工作条件极差，设备简陋且经常
不能正常工作，药品和血源奇缺。

从2002年起，重庆市卫生局（现市卫生
健康委）受国家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
委托向南太岛国巴新派遣中国援外医疗队，
这是我国派往南太地区的首支中国医疗队。

罗永金也没想到过有一天会踏上这
片土地。今年8月，他来到巴新，条件远
比他想象的艰苦：上班专车是加固的，玻
璃窗有一层铁丝网，是为了防护随时可能
发生的意外。车内，罗永金脱下白大褂迅
速撑开，悬挂在车窗处。这样既可以遮掩
视线，也因白大褂是无阻的“通行证”。面
对当地复杂的治安状况，这已是当地政府
最好的礼遇。

“我肩负祖国使命，必须勇敢！必须
提高警惕，保护自己，保卫队友！”罗永金
一再鼓励自己。抵达莫尔兹比港总医院
后，他就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两次援巴新
成功的手术是温暖心灵的阳光

与别的队员不同，市人民医院麻醉手
术科医生张双菊曾两次援巴新。2002年，
当国家委派重庆市组建医疗队援助巴新
消息传出后，大家议论纷纷——听说那里
苦得很，一去就是两年，对自身发展影响

不知有多大……张双菊却第一个报了
名。她与9名队员组成首批医疗队飞赴
巴新。

在莫尔兹比港总医院，张双菊和同事
接诊了一位24岁的年轻孕妇马娅，当时，
马娅已昏迷且半身瘫痪必须马上手术。
虽受莫港总院条件所限，但张双菊凭借在
国内经历的上万例次血气分析积累的经
验，游刃有余地盲调着呼吸参数。手术结
束时，已是下午两点。

简单午餐，没有午休，张双菊便匆匆
赶向了另一台手术。

在巴新，麻醉科日均六七十台手术是
常有之事。“我们每天基本都看不到太阳，
但是每一场手术的成功，都是温暖心里的
阳光。”张双菊说道。

从坐“冷板凳”到座上宾
向世界展现着中国医疗的实力

2016年12月12日，张双菊第三次出
发，医疗援助巴巴多斯半年。

初到这里，医疗队就坐了“冷板凳”。
当地最好的医院——伊丽莎白女王医院
怀疑中国援外医疗队的技术，提出医疗队
需3个月后才能开展手术。张双菊用休
息、病例讨论等时间展现中国实力，空闲
时，张双菊还给当地医生讲课，普及中国
医学。很快，中国医疗队得到伊丽莎白女
王医院的认可，3个月的禁令被提前解除。

2016年12月26日，张双菊助力开展
了在巴巴多斯的第一例手术——腰后路
减压内固定术。2017年5月29日，张双
菊协助队友，成功完成巴巴多斯医疗史上
的第一例颈椎肿瘤手术……

不仅仅是张双菊，市人民医院麻醉手
术科医生杨洪军以莫港总院麻醉医生视
为禁区的硬膜外麻醉技术作为工作突破
口，提高了巴新在该技术领域的医疗水
平；该院泌尿外科医生蒲晓峰在当地独立
协作、指导完成经输尿管镜气压弹道碎石
术治疗输尿管上段结石、双极等离子前列
腺电切术治疗重度前列腺增生等多项巴
新首例手术。

在市人民医院近40年的援外历史
中，援外队员累计在受援国开展临床新技
术近200项，各类手术1.5万余台次，其中
疑难重症手术近8000台次，门诊诊疗10万
余人次，培训当地医务人员近 6000人
次。这些数字背后，不仅凝聚着医务人员
的大爱，也向世界展现着中国医疗的实力
和中国医生无所畏惧、救死扶伤的精神。

重庆市人民医院援外天使

“每场手术的成功都是温暖心里的阳光”
本报记者 李珩

9月17日，在礼嘉智慧体验园5G馆，孩子们体验AR在汽车维修的实时应用。 记者 罗斌 摄

打探智能产业“新引擎”⑨

5G，正在为汽车智能化及自动
驾驶，创造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

在5G加持下，汽车自动驾驶究
竟路向何方？这或许是汽车行业内人
人关心的话题。近日，重庆日报记者
也就此话题，采访了业内资深人士。

5G助力突破单车智能的极限

长期以来，在自动驾驶技术发展
路线上，一直有单车智能与网联智能
两大“流派”。

在中国汽研副总经理周舟看来，
随着单车智能化的不断推进，如今赛
场上出现的汽车，车内外已经遍布各
种各样的设备，功能和结构也越来越
复杂。“如果仅发展单车智能，要应付
未来L5级要求，传感、控制设备方面
的成本可能会变得无限高。”

此外，单车智能还要求汽车具备
极强的算力，即汽车必须在毫秒级的
时间内决策路况，判断如何执行驾驶
操作。这相当于“车脑”要变成一台
超级计算机。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也
是单车智能发展中的关键瓶颈。

而网联智能技术，则主要考虑将
更多的路况感知、决策运算过程放到
云上，从而减小车本身的负荷。

大唐移动5G产品线副总裁李
文表示，就在两年前，国内很多厂商
对发展网联智能技术还并不太关
心。但目前，无论是互联网公司还是
车企，都意识到自动驾驶跟网联智能

技术的结合，或许才是大势所趋。
中国电信重庆公司5G业务专

家王刚指出，智能网联技术最终的发
展方向，就是“云管端”三位一体路
线。“云”主要指网络上的计算力，

“管”就是5G传输，“端”就是汽车。
智能网联汽车将是基于“云管端”的
综合生态系统。

王刚说，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到高
水平，应该是“胖云瘦终端”，车会越
来越轻松，真正大量的计算是在后
台。如此一来，车就是像是手机一样
的移动终端，依托 5G通讯的大带
宽、低延时特性，可以实现低成本的
自动驾驶。

i-VISTA自动驾驶挑
战赛提供了方案

今年智博会重点项目之一的i-
VISTA自动驾驶挑战赛，就基于5G
网络，为参赛的车辆提供了相应的
V2X（车与外界信息交换）解决方案。

周舟介绍，例如赛场的信号灯，
在过去的非5G条件下，只能跟附近
的车辆进行通讯，让车辆知道是红灯
还是绿灯，但运用了5G技术后，无论

车辆在哪里，都能够接收远近处所有
红绿灯的变化信息，且设备间通讯响
应的速度，也比传统方式快了许多倍。

此外，本次大赛市民体验活动
中，福特汽车也演示了基于5G的自
动驾驶远程操控技术，在位于重庆国
际博览中心的模拟驾舱内，人员可以
对远在1.5公里之外测试车辆进行
即时的远程操控，这只有在5G的大
带宽、低时延特性下才能够做到。

在李文看来，除了上述这些，5G
的“妙用”还有许多。例如，当车载雷
达等装置不能发现拐角盲区、远处交
通事故等情况时，路测设施却可以感
知到，并可通过5G车联网实时通知车
辆。另外，5G还可实现区域内整体交
通信息的汇聚，同时监测、调度多个车
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和管理水平。

“目前5G在自动驾驶的实际应
用上还很欠缺。”李文也强调，未来自
动驾驶与5G还需要进行深度融合，
特别是需要将5G网络技术与车辆
自身的智能化进行结合。

边缘计算催生新商业模式

作为5G核心技术，边缘计算近

来在各相关行业发展势头迅猛。在
专业人士眼中，未来的汽车自动驾
驶，也将在很大程度上依托边缘计算
来实际应用。

王刚表示，对于自动驾驶而言，
边缘计算就是在汽车行驶路线附近
部署云，为汽车提供网联智能支持。
汽车自动驾驶的相关信息只需通过
本地的基站和云服务器处理，然后把
处理的结果通知到中心云即可。作
为一种新兴的5G应用,边缘计算主
要就是为了节约时间和资源。

李文指出，如今许多人都觉得，
在5G网络下看电影、下载的速度比
4G快许多，是因为5G的“管道”够
大。实际上，5G带来的更重要的提
升是网络架构，也就是通过边缘计
算，带来中心云负荷的降低和时延的
大幅提升。

李文认为，未来当区域内的交通
信息需要进行快速响应时，比如高速
路突发拥堵，需要迅速通知本区域所
有车辆规避，这时边缘计算将发挥重
要功能。“边缘计算会在5G垂直行
业起到非常重要的平台作用，从而产
生很多自动驾驶的商业模式。”

5G加持的汽车自动驾驶路向何方？
本报记者 白麟

本报讯 （记者 白麟）日前，长
安汽车正式上市了CS75PLUS智能
车型，这款车所搭载的遥控代客泊车
系统APA5.0，是其在 i-VISTA自
动驾驶挑战赛的自动泊车赛项上力
压群雄、夺得冠军的“法宝”。

今年智博会上，来自全球的车
企、研发单位车队通过i-VISTA自
动驾驶挑战赛斗“智”斗“技”，上演了
一场精彩绝伦的“车脑”大战。如今
参赛车队所使用的一些“黑科技”，便
已经实现了商业化。

据了解，APA5.0可以在20米内

自动寻找车位，不仅能实现基础的水
平泊车、垂直泊车、斜列式泊车，还能
将超声波雷达与高清摄像头进行数
据融合，识别车位线、车辆、行人等，
并在泊车过程中提醒周围行人。该
系统还可以实现人在车外，通过手机
App和实体钥匙遥控泊车。

正是凭借自动泊车等一系列智
能技术，CS75PLUS从公布预售到正
式上市短短十几天，就实现了销量破
万。长安汽车相关人士表示，如今一
款车型在某一个或几个智能功能上
的专业表现，已成为用户体验中的关
键环节和产品核心卖点。

除了长安，重庆各家车企在推动
智能化方面均不遗余力。日前，东方
小康推出东风风光E3 EVR(增程
型)同样吸睛无数。该车型采用全新
一代智能增程技术，可实现综合续航
达950km以上。斯威汽车上市的
SWM 斯威 G05 搭载升级的 E-

go3.0车联网系统，配备智能语音控
制、驾驶辅助及高清360全景影像等
主被动安全系统，通过智能技术搭进
一步提升行车安全……

“智能化，已成为车企实现市场
和品牌突破的主要引擎。”市经信委
相关人士表示，日前我市刚刚公布
2019年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名单，本
地车企占到了企业总数的一半，这足
以说明智能化将在汽车行业和本土
制造业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周舟看来，通过智博
会和自动驾驶挑战赛这样的展示交
流平台，能够极大促进汽车智能技术
的实用化、商业化、产业化。“尤其是，
当未来智能技术与通讯技术紧密的
结合，将会颠覆人们对汽车的认知。
重庆就正在这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本届 i-VISTA自动驾驶挑战
赛，在全球首次在真实道路上引入了

网联场景，并在每一个赛项现场，全
面覆盖了5G网络。在比赛中，一些
车队通过车载联网设备，与场地上设
置的信号传输设备进行互联互通，获
得了各种路况信息，这为车队顺利通
过场景考验，提供了有力支持。

对于许多专业人士而言，本次大
赛是5G与自动驾驶融合发展的一
次预演，也呈现了未来行业发展的种
种可能。

目前，国内首个5G自动驾驶开
放道路场景示范运营基地，已在仙桃
数据谷启用。重庆高速集团还计划
选取正在建设的高速公路作为无人
驾驶试点路段，同步铺设5G信号，
配建无人驾驶所需设施。

纵目科技副总裁陈超卓指出，重
庆在汽车智能场景和网联方面拥有
独特优势，随着本地汽车智能化平台
建设的推进，相信重庆将在业内发挥
更重要的影响。

自动驾驶大赛“黑科技”实现商业化
重庆在汽车智能化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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