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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本届智博会，紧扣“线上”特点，开展“云上”交流，
干货满满，硕果累累。昨日，智博会上传来一个又一
个喜讯：线上重大项目招商集中签约71个重点项目，
总投资额2712亿元，涉及智能制造、智能应用、智慧医
疗、智慧新材料、科技创新等领域，涵盖“芯屏器核网”
全产业链和“云联数算用”全要素群；西部（重庆）科学
城新闻发布会召开，明确了西部（重庆）科学城是科学
家的家、创业者的城。精彩纷呈、亮点频出，2020线上
智博会不断传递着激荡人心的奋进力量。

“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是智博会
一以贯之的主题。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疫
情叠加汛情，不确定性很多，挑战很大。在所有不
确定当中，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大数据
智能化趋势并没有改变。疫情期间，广大群众纷纷
开启“宅”生活，在线购物、在线医疗、在线教育等新
模式迅速走红，成为“战疫”的新引擎。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和 5G 技术等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
加快融合，凡是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水平高的企
业，复工复产就迅速。正是得益于大数据智能化，
重庆经济社会秩序稳步恢复，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
性和潜力。

机遇千载难逢、稍纵即逝，抓住了、用好了，才能
不负时代的馈赠。正如马云所言，“疫情正在把很多
原来的应急技术变成日常技术，这是一次巨大的机
遇”“数字化以前只是让一些企业活得更好，而今天是
企业活下去的关键”。在“云端”智博会上，传统行业
找寻“破题之法”，城市管理装上“智慧大脑”，广大百
姓享受“智能红利”，数据的政用、商用、民用价值被充
分释放，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大数据智能化创新的
无限生机和广阔前景。

乘“云”而上，勇立智能化潮头，首先要拉长板、补
短板。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重庆产业门类齐全，应
用场景丰富，大数据智能化创新方兴未艾。对重庆而
言，新的增长点可以有很多，具有引领性支撑性的就
是大数据智能化引领、与实体深度经济融合的数字经
济。借力大数据智能化，是重庆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
之路。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在研发投入、主体培
育、人才引育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唯有立足当前、面
向未来，解决“卡脖子”问题，才能推动重庆高质量发
展之路越走越宽。

乘“云”而上，勇立智能化潮头，必须抓重点、攻难
点。重点突破，才能以点带面，激活“一池春水”。具

体而言，就是努力做好“六件事”。深度挖掘数据资源的商用、民用、
政用价值，加快形成数据生产要素高效聚集、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
良好局面；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
实新基建，筑牢数字经济、智慧社会的发展基础；通过抓好智能制造、
发展智能产业、拓展智能应用，激发社会创新力创造力；坚持线上、线
下两条腿走路，催生更多智能化新产品、新模式、新职业；加快建设一
批重大战略平台，推动产业集群化、集约化发展；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
源的决定性作用，强化人才、科研、金融政策支撑，最大限度释放市场
主体活力。

大数据智能化是一个浩浩荡荡的时代浪潮，我们有幸赶上了这样
一个时代，就要乘“云”而上、抢抓机遇，高度重视智博会这一重要平
台，努力形成更多实质性交流成果，为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提供强
劲支撑，为全球智能经济大发展、大繁荣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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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9月
16日，2020线上智博会分论坛“科
大讯飞2020人工智能高峰论坛”
在南岸区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张鸣出席论坛。

此次论坛以“A.I.在左右”为
主题，分主旨演讲和产品发布两
个环节。在主旨演讲环节，来自
全国人工智能、金融业等领域的
多名行业专家，围绕“数据智能赋
能经济社会发展”“AI技术的机遇
和挑战”“AI 赋能工业数字化转
型”“新常态、新基建下金融产业
发展的挑战与机遇”等主题进行
了观点分享。

在产品发布环节，科大讯飞股
份有限公司发布了集智能营销、智
能风控、智能运营等于一体的金融
智能解决方案及智慧金融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论坛正式开始
前，科大讯飞虚拟主播惊艳亮相，
并以多国语言介绍了本次论坛举
办的意义及主要内容等，吸引了众
多关注。

本次论坛由智博会组委会主
办，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南岸区政府和经开区管委会支
持。来自党政机关、智能企业、新
闻媒体等单位的百余人参会，论坛
同时在媒体上进行了全程直播。

科大讯飞2020人工智能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匡
丽娜 杨永芹）9月 16日，市委常
委，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段成刚出席智慧重庆·进而有
为——华为重庆城市峰会 2020、
智能化应用与高品质生活高峰论
坛、“星火·链网”首个超级节点签
约仪式等 2020 线上智博会系列
活动。

段成刚表示，近年来，重庆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要求，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的战略机遇和大数据智能化
带来的时代机遇，深入实施以大数
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
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倾力打造“智造重镇”、建设“智慧
名城”，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广。2020线上智博会系列活动，为
重庆进一步深化大数据智能化发
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提供了更大助力。

段成刚还表示，借助2020线
上智博会这一重要平台和重大契
机，各方深入交流分享大数据智能
化发展的新技术新成果，引发更多
新思考，落地更多新项目，拓展更
多新应用，必将取得明显成效、收
获丰硕成果。企业创造财富、政府
创造环境，重庆将一如既往地全力
支持产业和企业发展，着力营造一
流营商环境，希望大家共同携手在
重庆“行千里、致广大”。

段成刚出席2020线上智博会系列活动

●9月16日，vivo重庆研发生产基地二期项目在重庆经开区正式开工，
副市长陆克华参加开工仪式。 （记者 白麟）

●9月16日，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屈谦出席“智驱新时代”2020中国城
市治理创新论坛。 （记者 张莎）

●9月16日，2020线上智博会工业设计高峰论坛在沙坪坝区举行。副
市长李明清出席论坛并致辞。 （记者 龙丹梅）

●9月16日，国内首个国家氢能动力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建设在重庆两江
新区正式启动，副市长郑向东参加了建设启动仪式。 （记者 白麟）

●9月16日，2020线上智博会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举行，市政协
副主席宋爱荣出席并致辞。 （记者 李珩）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为加强智
库合作，更好地服务川渝两地党委、政府
决策，9月16日，川渝党校（行政学院）在
重庆市委党校举行区域协调发展与双城
经济圈建设高端智库论坛。

论坛上，川渝党校的专家学者，在扎
实调研基础上，围绕协同创新、毗邻地区
融合发展、同频推进社会治理等话题发
表真知灼见，展开互动交流。两省市党
校负责人还分别向对方党校8位兼职研
究员颁发聘书。

专家们认为，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一体化发展大背景下，四川与重庆毗

邻地区的融合协调发展十分紧迫。
重庆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

教授孙凌宇认为，应强化顶层设计，建立
毗邻地区信任承诺和集体约束机制，选
择“高聚集度＋趋同化”合作策略，加大
干部跨地区任职力度，鼓励并支持毗邻
地区干部跨省双向交流制度先行先试。

四川省委党校区域经济教研部原主
任、教授孙超英表示，要增强产业协同创
新发展能力、科技协同创新发展能力、组
织协同推进能力，积极探索构建跨区域创
新体系，增强“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
手”的协同创新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同频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打造川
渝社会治理新格局，是论坛上大家讨论
较多的话题。

就提升川渝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水
平，重庆市委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
部主任、教授谢菊建议双方在共建、共
治、共享上下更大功夫——鼓励企事业
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不同
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发挥政府的资源整
合、企业的市场竞争和社会组织的群众
动员等优势，打造川渝全民参与的开放
体系；创新利益协调机制，完善利益保护
机制，构建共享服务体系。

合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联动指挥
洪峰过境，在灾难面前，川渝两地紧密携
手，筑起安全发展“防火墙”。

重庆市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副主
任、教授李颖建议构建川渝防灾联动应
急长效机制。她说，两地可共同谋划实
施一批引领性、带动性、标志性的重大政
策，促进两地区域灾害信息、突发事件预
警、应急物资、救援专家、救援队伍、救援
装备等多方面的合作，为双城经济圈建
设构建更加安全的发展环境。

论坛上，生态安全也是热点话题。
四川省委党校区域经济教研部副主任、
副教授刘航表示，生态是成渝最大“家
底”，要通过生态协同共建、污染协同共
治、机制协同共商、环境协同共管、资源
协同共享，持续走好生态优先和绿色发
展新路子，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
发展。

川渝党校（行政学院）举行区域协调发展与双城经济圈建设高端智库论坛

专家学者为建好“经济圈”献智

本报成都电 （记者 黄琪奥）9月
16日，“巴蜀电影联盟”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签约仪式在成都举行。重庆市电影
局与四川省电影局共同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将通过携手共建“巴蜀电影联

盟”，启动实施“巴山蜀水情”电影培育工
程，联合打造具有巴蜀文化特色、展现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就的西部电影
高地。

根据协议规定，接下来双方将从

加强电影联盟发展规划、大力培育电
影联盟品牌、推动电影资源开放共享、
建立两地年会机制等4个方面展开深入
合作。

具体而言，重庆市电影局和四川省

电影局在签订该项协议后，一方面会加
强电影领域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联动
协作，共商共建包括创作生产、发行放
映、产业基地、专家人才等内容的电影
智库和相关协会组织；另一方面，双方
会通过统一发行放映市场，制定川渝地
区电影院标准等方式，做好主旋律优秀
电影特别是川渝两地出品的优秀影片
的联合发行放映和推荐，并逐步推广星
级影院评定工作，建立影院诚信经营黑
白名单制。

携手“巴蜀电影联盟” 共建西部电影高地

川渝两地启动“巴山蜀水情”电影培育工程

本报讯 （记者 韩毅）9月16日，
在2020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上，市文化旅游委举行了2020重庆文旅
大数据发布会，分别发布了《川渝两地旅
游口碑大数据分析报告》《2020年重庆
暑期旅游大数据报告》，数据显示川渝互
为最大客源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基础坚实，
前景广阔。

据悉，《川渝两地旅游口碑大数据分
析报告》收集分析了大众点评、马蜂窝、
携程等10余家OTA网络评论数据，对

川渝游客热衷目的地市（区县）榜单、景
区出游榜单、星级酒店网络热度榜单、美
食热度榜单，以及景区、酒店游客关注维
度对比、景区和酒店评价热词等大数据
进行了统计分析，充分揭示了川渝两地
旅游在游客大众中口碑和印象。

报告显示，重庆和四川互为对方最
大的游客客源地，2019年重庆接待四川
游客7476万人次，同比增长20%，增速
远高于重庆国内游客 10.1%的增长水
平；四川接待重庆游客6703.5万人次，同
比增长21%，增速也远高于四川国内游

客7%的增长水平。
在川渝游客热衷目的地榜单上，成

都市、乐山市、绵阳市、南充市、凉山彝
族自治州为四川旅游热度前五区域，渝
中区、渝北区、江北区、沙坪坝区、南岸
区为重庆旅游热度前五区域；在川渝景
区出游榜单上，武隆喀斯特旅游区、青城
山-都江堰旅游景区等上榜十大避暑热
门地，武隆喀斯特旅游区、成都大熊猫繁
育研究基地等上榜十大亲子游胜地，重
庆两江夜景游、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等上榜十大网红打卡地；在川渝美食

热度榜单上，杨记隆府(解放碑总店)、小
酒馆(玉林西路店)等上榜十大最受欢迎
美食等。

“由此可见，川渝两地文旅资源既有
相近性，也有独特性、互补性，加强区域
合作，发挥组合优势，共同打造‘川进渝
出’‘渝进川出’线路产品，做大做优周末
游、短途游、亲子游等，共同唱好文旅‘双
城记’，前景无限。”市文化旅游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2020 年重庆暑期旅游大数据报
告》显示，2020 年重庆暑期旅游呈现
出五大特点：重庆旅游市场在暑期快
速恢复，本地游和周边游恢复速度更
快；大众点评“必系列”榜单成为游客

“种草神器”；重庆民宿发展红火；更多
年轻人热爱来重庆旅游；预约旅游成新
风尚。

《川渝两地旅游口碑大数据分析报告》昨日发布

川渝互为对方最大旅游客源地

荣昌区，重庆澳龙生物制品有
限公司研发中心内，工人正在包装

“羊棘球蚴（包虫）病基因工程亚单
位疫苗”。

今年以来，荣昌区积极融入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全力打造
科研教育与成果转化一体化发展
的国家畜牧科学城。目前，该区已
建成农业部养猪科学重点实验室
等 20 个科技创新研发平台，先后
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306 项，吸引入驻农牧高新企业 28
家，工业产值超 25 亿元（摄于 9 月
10日）。

首席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荣昌：

全力打造
国家畜牧科学城

本报讯 （记者 白麟）9月16日，
重庆市国资委、四川省国资委在线上联
合召开了“川渝共同产权市场互联网平
台上线暨川渝国企混改项目推介会”。
会上，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西南
联合产权交易所签署合作协议，正式上
线运行“川渝共同产权市场互联网平
台”。

同时，两地国资委共同推出了首批

100宗川渝国企混改项目。据了解，首
批推出的川渝国企混改项目，覆盖不同
级次的国有企业，既有参股股权、也有控
股股权，囊括产权转让、增资扩股、合资
新设等各种类型。业内人士指出，此次
混改项目集中亮相，有利于发挥两地联
动作用，服务混改深入推进，助力两地国
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川渝共同产权市场”是川渝两地国

资委为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
略、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而创建
的市场合作机制。双方将深度开展项目
合作，对重要政策、重大问题、重要市场
资源和要素进行对接、整合和运用，促进
两地产权市场融合。

“共同产权市场互联网平台”由两地
产权交易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共同搭
建，目前已开放“项目直通车、混改专区、

川渝直播间、川渝情报站”四个功能板
块，可供投资人一站式获取川渝两地国
企混改、股权转让、资产处置等各类项目
信息。

会议采用网络直播形式进行。直
播期间，川渝两地国资委、部分国有企
业、投资机构及民营企业负责人进入直
播间参与互动，全网近百万人观看了直
播。

川渝共同产权市场互联网平台上线
首批集中推介100宗川渝国企混改项目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实习
生 胡雨彤）9月 15日，重庆市体育局
与成都市体育局召开云视频会议，签
署《重庆市体育局 成都市体育局双
城联动共推体育融合发展合作协
议》。重庆日报记者从会议上获悉，两
地将在体育公共服务、体育大数据、体
育人才、赛事活动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

作，推动成渝双城体育交流与共同发
展。

根据协议，在共享体育公共服务设
施方面，两地将建立以重庆奥体中心、巴
南华熙文体中心、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
和凤凰山体育公园等为主的大型公共体
育场馆成渝共享机制，推进公共体育场
馆成渝一卡通体系建设，实行成渝公共

场馆一卡通政策，有效激活成渝公共体
育场馆效能。

在共同推进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方
面，两地将加强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合作
交流。根据双方竞技优势项目，建立青
少年足球、田径、游泳、乒乓球、网球、棋
类等项目的教练员、运动员和裁判员之
间互访、培训、学习机制。

双方将共同在赛事创办、举办等方
面积极开展交流合作，共同举办成渝双
城越野赛、成渝乒乓球交流赛、成渝棋类
擂台赛等赛事。

据介绍，自今年4月重庆市体育局
与四川省体育局签署《川渝地区体育公
共服务融合发展框架协议》以来，截至目
前，川渝地区体育系统已签订或拟订合
作协议共34份，其中重庆市与成都市9
份，将更好地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高质量发展，为唱好“双城记”作出体育
新贡献。

成渝两地公共体育场馆将实行一卡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