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度CEO李彦宏在2020线上智博会上发表演讲

新基建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
9月15日，2020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

会在重庆正式开幕。本届智博会继续紧扣“智能
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主题，深入探讨全球
大数据智能化领域新动态、新趋势，描绘未来发展
新愿景。

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应邀
出席线上开幕式和主峰会，并在作线上演讲时表
示，中国的智能产业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大发展机
遇。国家倡导的新基建正在各地有条不紊地展开，
这些新的基础设施将成为未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的巨大动力。

产业智能化是拉动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引擎。李彦宏认为，未来很多年，中国经济的
中高速成长将主要依靠创新所带来的效率的提升，
在这个过程中，智能产业将扮演不可或缺的，甚至
是最主要的角色。在数字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包括
医疗健康、工业制造、教育、金融、交通在内的各行
各业将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以交通为例，智能技术不仅将为汽车行业带来
前所未有的突破，还将大大提高城市的交通效率。
李彦宏预测称，5年以内，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将不
再需要限购限行，中小城市就更不需要。10年以
内，希望基本消灭拥堵，大幅度降低事故发生率。

此外，健康、企业管理等领域也将因为智能技
术的赋能而改变——由于智能技术的赋能，大量生

命信息的数字化，新药研发速度将大大加快，新的
诊疗手段将帮助大幅提高癌症治愈率；企业管理领
域将会因为智能化赋能大大提高效率。

“重庆是中国智能化发展的创新领先城市。”李
彦宏表示，近年来重庆在战略规划上谋篇布局，形
成了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行动计划。2019 年重庆市智能产业增速达到
14%，高于全市工业增长水平。这说明重庆打造

“智造重镇”、建设“智慧名城”的成效非常显著。相
信不久的将来，重庆不只因为“洪崖洞”成为网红打
卡地，还会因为“智能化”成为广大开发者、创业者
的聚集地。

在他看来，重庆“敢为人先”的胆识和魄力，给
百度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
到目前为止，这里已经成为西部地区应用场景最丰
富、自动驾驶车辆规模最大的测试和示范基地。

有“敢为人先的政府”，也要有“敢想敢干的企
业”。尤其是在新基建的浪潮下，具有领先的技术
水平、大数据优势，能提供丰富解决方案的平台型
公司，将成为新基建中的关键力量，扮演着“助推
器”和“放大器”的角色，为各地经济发展提供新动
能。

对此，李彦宏认为，百度作为一家人工智能平
台型公司，至少可以做好3件事：

第一件事，为全社会提供AI技术平台，推动产

业智能化转型。智能化分为技术智能化、经济智能
化、社会智能化三个阶段，当前正处于经济智能化
阶段。在这个时期，像百度这样的AI平台公司开
始规模化地向产业赋能。

第二件事，为智能社会构建智能交互的方式。
在智能经济时代，智能终端会远远超越手机的范
围，智能音箱、各种可穿戴设备、智能传感器将无处
不在。以小度助手为例，截至今年6月，小度助手
的语音交互总次数达到了58亿次。其规模增长意
味着用户对语音交互的智能生活越来越接受，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熟悉并且依赖百度的人机智能交互
系统。

第三件事，服务于国家AI基础设施建设。新型
基础设施包括新型AI芯片、便捷高效的云服务及各
种应用开发平台、开放的深度学习框架、通用AI算
法等。目前，百度的飞桨深度学习平台飞桨已服务
210万企业和开发者。

“想象一下产业智能化的未来，它将可以消灭
交通拥堵，提高生产、工作效率，减少资源浪费，实
现智能的便民服务，建立更加文明、安全的智能社
会，这将是一个让人振奋的美好未来，我们也期待
着那一天早日到来！”李彦宏说。

陆丰
图片由百度公司提供

今年3月，百度西部自动驾
驶开放测试基地工程项目在永川
区正式开建。时隔半年，在2020
线上智博会期间，该基地将正式
启用。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 10亿
元，由百度与永川区人民政府、
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共同打
造，也是国内首个L4级自动驾
驶开放测试基地项目，涵盖永川
人民广场片区、神女湖片区、兴
龙湖片区3个区域20平方公里
约双向 180 公里道路测试场。
百度具备自动驾驶车、路、云、图
全栈能力，成为入选该项目的单
一采购供应商。

与此同时，百度将在永川设
立百度Apollo自动驾驶测试运
营中心，主要开展自动驾驶开放
道路测试场建设、自动驾驶技术
研究、自动驾驶车辆测试运营、培
育自动驾驶大数据服务产业等业
务，打造形成具备“虚拟仿真+封
闭试验+开放测试”全链条试验
检测服务能力。

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李彦宏表示，智博会期间，百
度和金龙客车联合研发的L4级自
动驾驶中巴车也将在永川进行全
球首发。这意味着，西部第一条自

动驾驶公交线很快
将投入运营，重庆的
普通老百姓很快就
可以享受到公交车
上的智慧生活。

实际上，百度
与重庆的合作不止
于此。2019年8月
25日，百度与市政
府就共同推进大数
据融合创新发展进
行合作签约。重庆
将携手百度公司在
自动驾驶、智能城
市、智能政务、区块
链等多层面展开合
作，助力重庆产业
转型升级，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

随着西部（重
庆）科学城建设推
进，百度也将利用
人工智能、区块链、
大数据等先进技术
和互联网数据优
势，为重庆智能化
转型升级赋能，助
力重庆打造“智造重镇”、建设“智
慧名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加快发展。

关于大数据

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
同时也为技术创新、数字经济、智能智造的
加速发展带来了机遇。应抓住这个黄金窗
口期，将 AI、大数据等创新技术与实体经济
融合向纵深发展，持续为复产复工注入强劲
的动力，为我国经济长久发展提供稳定且持
续的智能引擎。百度要抓住危机中孕育的
新机遇，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发展，加快在智能交通、能源等领域
的落地应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关于智能化

AI 的发展会经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分别

为：技术的智能化、经济的智能化、社会的智能
化。目前我们正处于从经济智能化的前半段向
后半段过渡的时期。

关于新基建

在危机中捕捉和创造机遇，有力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冲击，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正在
加速。这不仅能在中短期内创造大量投资机会、提
升发展动能，而且能加速智能经济的落地和智能社
会的到来，提升人类应对类似不确定性风险的能
力。同时，“新基建”还会降低创业的门槛，提升创
新的速度，助推生产效率变得更高更有弹性，给人
们带来更加丰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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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Apollo无人车在重庆永川大数据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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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居乐·九龙雅郡 五大价值聚合 焕新公园居住时代

入渝13年的雅居乐将
旗下高端住宅——九龙雅
郡落定于九龙坡，不仅以精
工匠心在重庆西部区域筑
就了一座高品质美宅，更为
九龙坡营造了理想人居新
标杆。

自8月雅居乐·九龙雅
郡示范区开放以来，项目得
到了市民和市场的广泛关
注，其五大价值聚合，就是
市场号召力的秘诀。

雅居乐·九龙雅郡效果图

雅居乐·九龙雅郡项目整体效果图

近年来，重庆西部区域正在逐
渐焕发新机，从西部（重庆）科学城
的正式落地，到高新区扩容升级，再
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上升为国家
战略，九龙坡担当起重庆西进浪潮
的“排头兵”。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
进，给重庆西部区域带来了产业
集聚、开发突进、品质提升、文旅
融合、生态优化等高质量发展的
重大机遇和积极效应。

人们在这一场“新风口”中踮
脚张望，作为重庆的交通聚核，依

托高铁经济，重庆西站正汇集大
量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将
催生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庞大高铁
经济圈。

2020年九龙坡区政府工作报
告指出，九龙坡区将在更高能级
上建设重庆高铁临港经济区，推
动“重庆西站—成都东站”双核布
局，共筑成渝高铁经济走廊。

重庆西站作为西部地区最大
的交通枢纽，其发展将进一步赋
能重庆，也对区域内的人居品质
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更具实力

的开发商与更具品质的人居项
目。

当下，西站高铁经济圈覆盖
的周边5公里，在“极核”效应的直
接辐射下，是整个西城TOD经济
圈站城一体、产城融合的最重要
组成部分，随着各项配套的日渐
完善，也将拉动区域住宅价值再
升级。

基于此，雅居乐·九龙雅郡应
势而来，凭借前瞻敏锐的时代发
展眼光，择址重庆西站旁，助力重
庆西区人居势能升级。

西站经济圈旁的品质人居

如今，随着城市核心资源的不断
优化和更新、城市公园的不断崛起、
宜居环境的不断改善，同样迎来了以
资源、公园为主导的公园居住时代，
雅居乐·九龙雅郡其独有的五重价
值，引领区域高端人居。

强力品牌价值

深耕重庆13载，雅居乐始终选
择有潜力的城市板块，引入高品质的
产品体系，为城市贡献新的开发样
本。

2008年，雅居乐入渝打造的首个
旗舰项目——雅居乐·国际花园，成
为南岸的宜居标杆示范项目，随后雅
居乐相继开发了落子大渡口的雅居
乐·御宾府、占据价值高地中央公园
的富春山居、择址礼嘉半岛最美湾区
的滨爵府等。研究雅居乐在重庆产
品布局线，不难发现其对品质的执着
追求。

如今，雅居乐·九龙雅郡无论是
从选址拿地、产品规划、配套引入，还
是材料选择、工艺打磨等环节，都渗
入了雅居乐的“品质基因”，为区域带
来高质量人居范本。

区域超能配套

建筑可以迭代，地段却无可复制。
从位置上来看，位于距西站3公

里的九龙雅郡，拥有重庆西站高铁、
轻轨交通5号线（在建中）、轻轨交通
2号线延长线半山站（规划中）、华岩
隧道等，形成多方位立体交通路网，
片区出行快捷无忧。

项目周边5公里范围内尽享四大
商圈，万达广场（大渡口店）、斌鑫西
城熙街、斌鑫中央商业街、二郎龙湖
天街（规划中）等商业氛围已经成熟，
举步即可到达。

还有西南医院、新桥医院、九龙坡
第二人民医院等优质医疗资源在侧，更

有全龄段教育配套为人居锦上添花。

家在公园里

雅居乐·九龙雅郡深谙人们对自
然、生态与美好生活的追求，将家安
在公园里，与国家5A中梁山景观公
园（在建中）、滨河公园、尖刀山森林
公园、华龙公园等四大公园无缝衔
接，14.8 公里长的跳蹬河绕项目而
过，生态资源丰富。

景观上，由山水比德园林集团旗
下精锐设计团队精细造园，精细铺陈

“一馆两境十七雅”的风雅意境园林，
有雅境、雅士、雅林、雅植、雅韵、雅邻
等，营造雅致的居住环境，打造恢弘
的自然盛景。

未来，居住在雅居乐·九龙雅郡，
只要推窗即可享受社区公园万物并
育、花繁四季的美景，出门即可漫步
风景如画的公园绿道，舒适公园宜居
生活在此展开……

三乐社区体系

雅居乐·九龙雅郡独有的三乐社

区体系，让品质生活更上一个台阶。
乐社区打造客户社区的细分场景，

构建出生态公园湖区空间、有趣的儿童
主题活动空间、炫酷的青年运动场地、
温暖的场景式社交空间、全面的沉浸式
花巷森林剧场5大优乐社区空间，让社

区空间更具参与感与互动感。
乐科技提取安全、健康、便捷三

大需求，打造出集人行归家、车行归
家、访客通行、社区便捷于一体的4C
便捷体系和覆盖小区外围、小区内、
单元楼栋、电梯、户内的5S安防体系，

全面升级宜居度。
乐全玲匠造5大生活趣场，包括

共享中心会客趣场、宅间交流生活趣
场、全龄主题活动趣场、商业屋顶活
动趣场、青年活力运动趣场，为不同
年龄段打造一处兼容生活的社区。

品质物业服务

雅居乐·九龙雅郡，赋予重庆理
想人居的，还有把高水平的物业服务
融入理想生活中。项目引入名列
2020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业综合实
力第4名的雅生活物业，通过“雅智
联”超级云平台,以移动互联网、物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核心,
升级智慧社区，让业主乐享360°社
区服务，一键开启美好生活。

此外，购房业主还可提前在物业
预定一站式定制家装宅配服务 ，享智
能、家电、环保、装修、设计、物业、服
务7重豪礼，告别繁杂的装修过程，接
房后可拎包入住。

踏准城市发展步伐、深入洞察品
质需求、持续精耕产品、提供温暖服
务，为重庆带来全新的高品质公园洋
房，这就是雅居乐·九龙雅郡的“滨水
生活样本”。
方媛 图片由雅居乐·九龙雅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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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见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