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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9月1日，
集成电路产学研政协同创新交流会在仙
桃国际大数据谷举行。作为2020线上
智博会首场集成电路活动，本次交流会
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沈昌祥等院士
专家，与各界人士齐聚一堂，深入剖析新
时代背景下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新思
路、新举措，为重庆构建“芯屏器核网”全
产业链，打造“智造重镇”、建设“智慧名

城”建言献策。
据了解，本次交流会以“芯力量、新

发展”为主题，由智博会组委会主办，市
经济信息委、渝北区政府承办，重庆仙
桃数据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英唐优软
云（重庆）公司协办，吸引了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重庆邮电大学等科研院校，新思
科技、士兰微、西南集成、传音、供应链采
购联盟等知名企业和协会，渝富基金、重
庆市产业引导基金等产业链不同环节的

企业、科研单位、投资机构的代表70余人
参会。

交流会上，沈昌祥在题为《探索集成
电路产业的未来与发展》的主旨演讲中谈
到，8月4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新时期促进
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政策》，释放财税、投融资、研发、进出
口、人才、知识产权等多方面政策红利，助
力新时期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迈入高质量
发展新阶段。集成电路是网络的基石，

要抓住机遇，创新发展，在核心技术上尽
快取得突破，建立安全可信的集成电路
产业。

近年来，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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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
建设以“芯屏器核网”为重点产业链的“智
造重镇”，以“云联数算用”为要素集群的

“智慧名城”，2019年集成电路产量同比
增长5.2倍，今年上半年集成电路实现产
值121.2亿元，同比增长34.1%，初步建成

“IC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原材料配
套”全产业链。

据透露，下一步，重庆还将加大力度
营造良好的集成电路产业生态，力争到
2022年打造成为中国集成电路创新高
地，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进入国家集
成电路产业发展“第一方阵”。

2020线上智博会首场集成电路活动举行

为重庆构建“芯屏器核网”全产业链建言

□本报记者 白麟

如何运用数字科技，改变传统建筑业
的粗放管理方式？能否把建筑业的精细
化管理水平提升到现代工业级？9月1
日，由智博会组委会主办，市住建委、南岸
区政府等承办的“中国数字建筑峰会
2020”举行，来自国内各地的行业专家和
企业高管在会上提出不少真知灼见，为建
筑行业数字化发展建言献策。

建筑需要“全数字化样机”

目前，建筑行业面临工人老龄化、能
耗高、工期赶、利润低等困境，而专业研究
显示，数字化可以使行业生产力提高
14%-15%，成本节约4%-6%。对此，广

联达科技战略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勇表
示，这得益于从“全数字化样机”到实体制
造的升级过程。

“未来的建筑，设计阶段一定是打造
数字化的样品，类似于飞机或汽车制造的

‘全数字化样机’概念。”王勇说，在这个阶
段，设计方、建设方、施工方以及运营方会
共同基于数字化平台，开展协同设计、虚
拟生产、虚拟施工和虚拟运维。

王勇指出，未来将通过数字建筑实现
全生命周期、全参与方和全要素升级，再
实现数字化、在线化、智能化的重构，从而
形成新的生产力，重塑生产关系。

地理时空大数据助推城市“微更新”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张新长表示，目

前国内城市建设正由“高速度”向“高质
量”转化，并需要通过“微更新”来实现建
筑存量的增值，这离不开现代空间信息技
术的支撑。

“城区改造的更新成本怎么去计
算？要改造的场景从微观尺度上该如何
表现？要解决这些问题，通过传统方式
是很困难的。”张新长说，而现在依托5G
和物联网等技术，各种遥感器、无人机等
工具和算法，能使地理信息被更快地捕
捉、提取、整合、集成，形成地理时空大数
据，从而为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和改造提
供支撑。

张新长介绍，地理时空大数据构建了
一个数字孪生的网络虚拟空间，它能够对
每一处、每一层的建筑物理量进行实时感

知、提前设计。未来，大量城市建设和改
造工作都不需要到现场，通过计算机就可
以高效、精确地完成。

发展数字建筑需虚实结合

“目前数字科技正快速发展，但建筑
业数字化还明显落后于其他产业，发展
难度大、存在问题多、运行段位低是其显
著特征。”中科建设集团董事长吴建国坦
言，建筑企业要推进数字化，必须虚实结
合，首先要将实体、作业、要素三大基础
筑牢，有较高的规范化管理水平，才能将
数字化融入到实际业务中去，实现岗位
作业、项目管理、企业管理到数字建筑业
各个层级打通。

吴建国介绍，目前中科建设已建立了
大数据中心，实现了智慧劳务、智慧物料、
智慧安全、智慧质量，接下来将通过物联
网技术，通过智慧工地系统接入现场的设
备，实现塔吊、作业车、门禁、摄像头、环境
监测、安全帽、手持终端等设备的科学统
筹管理。他强调，建筑企业特别是施工企
业，要把数字建筑当作“一号工程”来抓。

“中国数字建筑峰会2020”举行

用数字科技重塑传统建筑业

本报讯 （记者 夏元 实习生 郝一璇）市政府
新闻办9月1日召开发布会称，2020线上智博会主题
论坛之一——智能化应用与高品质生活高峰论坛将于
9月16日在渝北区仙桃数据谷举行。届时，150名智
能产业领域专家学者及企业人士将参会，交流智能生
活场景建设经验心得。

本次论坛由智博会组委会主办，市大数据发展局、渝
北区政府、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国家信息中心承办。
论坛活动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尹浩，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副院长余晓晖等行业专家将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
前沿，为智能化应用创新发展把脉，同时论坛还邀请了
一批国内智能化应用的头部企业参与，包括腾讯、华为、
阿里等企业人士，将分享智能化应用创新现状和趋势。

主办方表示，论坛将聚焦5G应用、新基建等热点
话题，从“云联数算用”智慧城市建设要素出发，邀请专
家及企业人士就新基建如何加速各领域智能化升级等
话题展开讨论。另外，论坛将发布《存算网一体化信息
基础设施白皮书》等相关成果，并选取全市第一批“小
切口、大民生”智能化创新应用试点项目中的3个场
景，进行现场视频展示与讲解，充分展示我市智能化应
用水平，促进智能化技术创新。

智博会主题论坛之一

智能化应用与高品质生活
高峰论坛本月16日举行

图①：2020线上智博会“智造新动能·智
联新产业”高峰论坛现场。

（论坛主办方供图）

□本报记者 黄光红

9月1日，由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
会承办委员会主办，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
展管理局、九龙坡区政府承办的2020线
上智博会“智造新动能·智联新产业”高峰
论坛，在重庆雾都宾馆举行。来自国内外
的120余位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的专
家、企业高层及政府部门代表畅谈“新基
建”，共话“新生态”，探讨“新模式”，为智
能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依托“新基建”研发前沿应用场景

“当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已成为数
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美国国家工程
院院士、全球著名超级计算机专家陈世卿
认为，重庆乃至中国发展数字经济，需加
快推进5G、人工智能和智能超算云平台
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依托这
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加速研发智能医疗、
智能教育、智能文创、智能制造、智能农业
和智能交通等诸多领域的前沿应用场景。

譬如，心脏病有十几种，如果有人在
街上突发心脏病，救护车必须在20分钟
内将患者送到有该类心脏病医师的医
院。针对这种情况，可开发心脏病心电信
号AI检测系统，用人工智能代替医生进
行快速检测，然后由急救人员将其送往对

应医院。
微众银行资深人工智能专家殷磊指

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基础设
施不能是空中楼阁，一定要贴近生产生
活、贴近企业的业务去开发它们的应用场
景。

站在需求方的角度去采集数据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目前，人们
收集到的数据绝大部分都是低价值不可
用的。”电子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大数据
研究中心主任周涛说。

如何采集真正有价值的数据？周涛
认为，以往的数据采集，是站在数据产生
方的角度而为。而要让数据真正成为有
价值的生产要素，需要站在数据需求方的
角度去采集。

“为此，我们可进行数据清洗，即通过
建立标准的数据清理模型，将多个业务系
统中抽取出来的数据重新审核和校验，将
没有价值的数据筛选掉。”周涛建议。同
时，还可建立数据监理模式，由具有相关
技术实力的监理单位，对数据供给方的数
据交付情况进行监控和评估，以提高数据
质量，保证数据具有“高价值”。

创新智能化应用的商业模式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加快了数字产业化的进程，
推动着我国数字经济快速
发展。但在联通大数
据 CTO 兼首席数据
科学家宋雨伦看
来，当前我国
数字经济发
展 尚 存
在 产 业
应 用 方 面
的挑战。“从
企业角度而言，
尽管在智能化转型
方面投了不少钱，但
智能化和数字化并没有
带来多大的价值。”通俗地
来说，就是很多企业没有在智
能化转型的过程中找到能够赚钱
的商业模式。因此，企业推进智能化
转型，需要在商业模式、新业态方面进
行创新。

如何创新？明略科技集团高级副总
裁郑农认为，企业数据产业化和产业数据
化是交织在一起的，企业在智能化转型
中，搞技术的员工一定是要跟这个领域的
专家结识，让专家告诉他们智能化技术背
后的知识和逻辑体系是什么，企业如何做
技术转化和服务。如此，把专业知识和企

业的产
品、服 务
相结合，就能
够通过创新找
到好的商业模式。

2020线上智博会“智造新动能·智联新产业”高峰论坛举行

发展数字经济

□本报记者 杨永芹

如今，轨道交通已成为市民通勤出行
的重要工具。然而有数据显示，受重庆高
低错落地形的影响，只有35%的市民可以
在步行10分钟内到达轨道站。

为方便更多市民出行，去年12月，重
庆出台《主城区轨道与地面公交换乘整体
提升规划实施方案》，拟重点完善轨道站
点周边的公交停靠站布局，增设到达轨道
站的公交换乘线路。这也是全国首个大
范围集中实施轨道和公交便捷换乘体系
的建设方案。而规划建设的103个公交

停靠站在半年内就完成了改造。
如此“大手笔”，重庆是如何做到的？

答案是：依靠大数据。
8月31日，市交通规划研究院副院长

高志刚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称，一是
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找出需要新建改造
的站点。

市交通规划研究院通过地理信息大
数据，把当时重庆170多个轨道站的每
个出入口，以及周边300米范围内公交
停靠点找出来，分析公交线路和被服务
出行人群的关系。结论是：只有38%的
站点换乘距离小于50米；有8%的轨道

站建在商圈内、立交旁和山坡上等，受地
形和所处环境限制，无法通过工程改造
实现100米内换乘；其余的可通过改造
和新建公交停靠站，实现换乘距离小于
100米。

二是，大数据让新建改造的公交停靠
站布局更精准科学。他们结合轨道站周
边的人口、社区、公共设施、用地等数据进
行综合测算，找到附近公交线路空白地
带，即步行到达不了、公交无法接驳的轨
道站。针对这些公交线路空白地带，通过
大数据分析出新建改造公交停靠点、新建
公交首末站和人行过街设施的科学布局，

以此缩短换乘距离。
三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轨道站

周边接驳服务方向性缺失的公交站点，优
化公交线路以方便市民换乘。如刘家坪
车站，通过调查问卷和大数据分析，发现
受河流阻隔，其周边北侧小区步行搭乘不
便，存在绕行现象。对此，重庆交通开投
集团立即组织专题研究，对公交线路进行
优化。

据介绍，目前，已建成的103个公交
停靠站中，94个站点已实现公交线路全
覆盖，其余9个站点待市政道路及配套设
施竣工后实施覆盖，新增、调整线路共
200条。公交站点日均客流达到3.68万
人次，较开通前增加 1.27 万人次，增幅
53%。

“正是因为大数据优化了项目设计和
施工方案，103个站点实际完成投资1.3
亿元，较原计划节省投资额54.4%。”重庆
交通开投枢纽集团表示。

103个公交站如何在半年内完成建设，并节省投资额54.4%——

大数据为公交及轨道换乘优化方案

图②：中国数字建筑峰会2020现场。
特约摄影 郭旭/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夏元 实习生 郝一璇）重庆日
报记者9月1日从智博会承委办获悉，2020线上智博
会分论坛之一，第三届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高峰论
坛将于9月15日在渝举行。届时，上百名国内行业专
家、工业互联网及智能制造企业人士等，将交流分享工
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最新技术应用场景，探讨工业互
联网和智能制造创新发展路径。

此次论坛由智博会组委会主办，市经信委、南岸区
政府、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承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西部分院、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重庆分联盟等协
办。论坛主题为“聚力工业互联·共建智造重镇”，将现
场全方位展示当前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发展最新动
态、关键技术及产业方向，以此推动渝企工业互联网创
新发展，促进工业互联网与5G技术深度融合。

论坛活动当天，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中国
联通副总经理梁宝俊、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高级副
总裁商慧杰等专家学者及中外企业人士将发表主题演
讲。另外，论坛展区还将展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顶
级节点（重庆）平台、重庆安全态势感知平台、重庆市智
能制造成效平台，以及联通与长安合建“5G+AR”远程
运维场景、联通5G+全连接工厂等多类应用场景。

第三届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
高峰论坛本月15日举行

重庆如何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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