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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营造开放环境，开放让智能化更
具生命力。在本届智博会上，线上展馆和线
下展馆呈现出各种智能化技术的融合、交流
和碰撞，在观众心中勾画出一个个未来智能
生态圈。

20秒就能检出肺结节

2020线上智博会，重庆大学带来近20
项成果应用展示，其中有不少智慧医疗项
目。其中，只需20秒就可筛查出肺结节的
智慧系统——基于CT影像智能分析的肺小
结节精确诊断系统，由重庆大学自动化学院
与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外科联合研发。

该系统研发负责人、重庆大学自动化学
院副院长尹宏鹏教授介绍，目前医院针对肺
小结节的诊断方式主要为医生对CT图里的
肺小结节进行人工筛查，医生看片要5至10
分钟，有时需要20分钟。研发团队采用先
进的图像处理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通
过计算机快速模拟医生看结节的过程，开发
出这套智慧系统。诊断时，医生只需将CT
的影像导入系统，系统就可将每一个结节的
大小、位置、分类等自动标识出来。

尹宏鹏表示，该系统检测一组CT图像
只需要20秒，就可以把所有的结节检测出
来；几乎在同一时间，智能、自动的初步诊断
意见书就“写”好了。

手写签名有了电子版

西南政法大学的“智慧司法”展厅，展示
了原笔迹手写电子签名技术智能签署平台
的核心技术成果及应用案例。

该平台以手写原笔迹电子签名技术为
核心，提供合同/文件在线签署、文书证据在

线归档管理、在线存证与出证等一站式智能
签署服务，可解决纸质证据电子化过程中的
司法效力问题，实现可信证据的智能化、规
范化，为证据档案数字化扫清最后一道屏
障，对保障金融安全很有意义。

手机也能筛查癌细胞

手机秒变显微镜，仅需半小时便可在家
中接受癌细胞筛查。

在湖北省线上展厅，武汉兰丁智能医学
股份有限公司推荐了世界首台手机显微镜：
只需将手机与外接设备连接，插入自助采样
制作的标本玻片，扫描搜集的信息将通过
5G网络传输给人工智能云平台，进行大数
据分析、比对，自动生成诊断报告。医生可
基于自动生成的诊断报告进行复核，最大程
度提升医生服务覆盖面和肿瘤诊断效率。

垃圾箱能区分固体液体

如果垃圾箱有了传感器，垃圾分类回收
会不会更快捷高效？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重庆代表处的
线上展厅，推出了一款超声波满溢度传感
器——“清洁助手”。有了它，垃圾箱就能自
己区分箱内的液体和固体，并将数据通过物
联网技术传输到城市的清洁网络，让垃圾分
类回收更高效。同时，这款传感器还能在垃
圾箱被翻倒、盖子保持打开以及有火灾隐患
时及时通知用户。

抓拍眼神表情判断是否专注

眼睛看着屏幕，心却飞得老远——这是
孩子上网课时，家长最担心的情况。礼嘉智
慧公园智慧名城馆内，“未来书院”展示的
技术，便能解决这一问题。

“未来书院”的大屏幕上，呈现有语文、
数学、外语等学科内容，体验者选择一项，屏

幕便跳转播放相应内容。记者选择语文后，
屏幕显现并朗读李白《早发白帝城》的诗句，
随后给出解析。

“你的专注时间为1分36秒，注意力评
分97分。”一首诗学完，屏幕上跳出学习评
价，并配有注意力曲线。记者在学习过程
中，哪个时间开始专注，什么时候分心，都清
晰显示出来。

“这套系统能够检测学习者的脑电波，
并通过摄像头抓拍学习者的眼神、表情等，
分析学习者的注意力。”工作人员说。

蔬菜长势如何远程查看即可

透过屏幕，便可远程查看一座蔬菜大棚
的种植情况；若某株植物叶子有问题，还可
以拉近距离多角度观测——这套由腾讯研
发的智慧农业解决方案，是礼嘉智慧公园智
慧名城馆内智慧扶贫展示的内容，也是未来
农业的重要趋势。

这一系统不仅能远程检测，还能通过传
感器收集的气候、土壤、水分等数据，综合分
析种植情况。

重庆造“天玥”计算机亮相

今年6月，所有软硬件均由重庆制造的
计算机“天玥”正式下线，引发关注。本届智
博会上，这一计算机便在礼嘉智慧公园智造
重镇馆亮相。

本次展出的“天玥”计算机分为台式和笔
记本两款。从现场看，两款计算机与日常人
们使用的并无差别，只是操作系统为国产。

“从处理器、显卡、内存等核心部件，到
显示器、鼠标、键盘等外设，全部都是重庆
造。”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据了解，“天玥”目前已实现量产，下一
步将主要运用在一些对网络安全、计算机安
全要求较高的领域和单位。

记者探访智博会线上线下展馆

智能化技术勾画未来生态圈

□本报记者 夏元

数字经济时代，作为
我市工业制造业大区的綦
江区，如何加速大数据智
能化创新应用，加快推动
数字化转型？就此，綦江
区委书记袁勤华接受了重
庆日报记者专访。

重庆日报：近年来綦
江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取得
了哪些成效？

袁勤华：按照市委、市
政府对綦江作出的“大力
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优化创新生态环
境，更好推动大数据智能
化发展”等指示要求，我们
坚持一手抓传统产业智能
升级，一手抓新兴产业培
育发展，两年来累计改造
智能化企业70个，建设市
级智能化工厂1个、数字化
车间12个，推动国内变速
箱领域技术最先进的上汽
S项目落户并于今年5月
下线，打破了国外对重型
装载车变速器的市场垄
断。

特别是在首届智博会
上，我们签约引进的集芯
片研发、生产、封装为一体的华芯智造项
目，从签约到投产仅半年，吸引了博远创
新、烯宇科技等产业链企业落户綦江，实
现了綦江高端智造“零突破”。2019年，
綦江大数据智能化产业产值增长36.4%。

重庆日报：下一步綦江发展数字经
济有哪些具体打算？

袁勤华：我们将坚持“数字优先”理
念，全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
发展，进一步推动綦江“老工业”展现“新
气质”，具体措施包括：

坚持“两手抓”，一手以智能化改造
为手段，为齿轮制造、铝加工等传统产业
赋能；一手以大数据为引领，大力培育发
展智能产业。

做实“两个平台”，做实、用好已落
户綦江的“公共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
重庆分部”和“灾备技术国家工程实验
室西部中心”这两块“金字招牌”，为数
字经济技术研发、产品开发、成果转化提

供平台。

建好“一廊一谷”，“一廊”即打造綦
万创新经济走廊，我们将加快推动“綦
江-万盛”一体化同城化融合化发展，在
綦万创新经济走廊建设中践行“数字产
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推动

“綦江永城-万盛南桐”这个“哑铃型”中
间地带建起来、强起来，实现高质量发
展；“一谷”即建设西部信息安全谷，依托
与新高教集团创办的信息安全学院、与
安码科技合建的网络空间安全攻防靶场
等项目，建设集产、学、研、用为一体的西
部信息安全谷。

打造一个环境，即要从政务服务、财
税金融、要素配置、产业链等方面着手，
从给优惠到给机会，多设路标、不设路
障，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大势所趋，
更是发展所需。我们坚信，发展数字
经济必将让綦江这个主城都市区
南部重要支点不断增强“智慧
能量”。

綦江区委书记袁勤华：

用数字经济
让“老工业”展现“新气质”

⑤

（观看访谈视频请扫描海报上二维码）

9月17日，礼嘉智慧公园，工作人员正在向嘉宾介绍智慧扶贫·超连接智慧村。
本组图片由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9月15日，礼嘉智慧公园，工作人员正
在操作重庆造首台全国产计算机。

废报纸变成帽子、废弃瓶变外星
人、瓜子壳变成花朵，还有美丽的小
镇、像模像样的机场……在重庆高新
区白市驿第二小学对外开放的展览
厅里，孩子们和家长一起用废弃物做
成的精美手工作品充满童趣，无声地
传递着环保正能量。

“有趣的环保活动能培养学生动
手、合作、创新等能力素养，也能激发
他们保护自然、热爱环保的意识行
动。”校长李英谈到，作为高新区首批

“无废学校”，开展环保教育活动已进
入常态化、创新化、深入化阶段。

当前，以智慧打造“无废学校”的
白市驿二小，不仅是环境保护“急先
锋”，也是德育创新“示范者”，为高新
区高标准高起点建设西部（重庆）科
学城，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注入了教育力量。

环保多一些行动
城市多一分美丽

什么是有害垃圾？垃圾应该如
何分类？怎样做才能尽可能地少产
生垃圾？……像这样的问题白市驿
二小每个孩子都能胸有成竹地准确
回答。在创建“无废学校”之初，该校
就已经通过主题班会、办黑板报、作

画、写作等形式开展了垃圾分类宣传
教育，让垃圾分类知识入脑入心。

在白市驿二小看来，学生懂得并
做到垃圾分类仅仅只是开了个头，特
别是要打造“无废学校”，还需更多深
入师生、家长、社会的环保行动。

新学期开学之际，学校号召全校
学生换掉塑料书皮，自己动手包书
皮，并邀请爸妈一起动手。学校对每
个班表现最优秀的5名孩子颁发奖状
和奖品，鼓励大家争做劳动小能手，
争做无废建设小先锋。

在联合白市驿政府环保办开展
的“同创无废城市共享生态未来”社
会实践活动中，白市驿二小20多名少
先队员走上街头、走进社区。有的清
扫垃圾，用自己的劳动向人们传达保
护环境的意义；有的赠送宣传资料，
向路人宣传环保理念；有的拿上话
筒，向市民们宣讲无废城市建设的知
识……

事事环保、人人环保，像这样的
环保行动还有很多。

学校还整合国家、地方、校本三

级课程，将环保知识与习惯养成有机
融合，同时在校园卫生间安装了空气
净化器、公共区域摆放了垃圾分类
箱，并通过班级“自治”与学校“督
查”，让校园垃圾分类纵深推进，引领
文明新风尚。

“体验式”德育模式
深受社会好评

从“无废学校”创建不难看出，白
市驿二小把垃圾巧变为环保教育资
源、德育教育资源的创新之举颇具智
慧。事实上，这还只是该校打造“体
验式”德育模式中的一环，有趣有效
的德育深受孩子喜欢、社会好评。

在“立德立行，正身正心”德育理
念下，近年来白市驿二小以少年军校
为载体，创新开展各类“体验式”德育
活动，并以“一餐4节多主题”为实施
路径，引领孩子在体验中感悟、在感
悟中成长。

“一餐”是每周一升旗后为孩子
们定制打造的“德育营养早餐”，全班
师生人人参与，讲述国家大事、重要
新闻，品评百科知识，朗诵精彩诗文，
演绎歌曲舞蹈等。“4节”是指国防节、
体育节、科技节、艺术节，每个节日都
是一场“德育盛会”。就拿国防节来

说，学校不仅邀请驻地武警支队官兵
走进校园进行基本训练，进入课堂讲
述军人故事等，还带领孩子们走进武
警部队体验军事技能，到国防教育基
地封闭训练，进入部队参观学习，一
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对国防知识、组织
纪律性、集体主义等观念有了深刻认
知。

此外，学校还常态化开展爱国情
怀教育、集体主义教育、意志力教育、
关爱生命教育、勤俭节约传统美德教
育等“多主题”活动，主题教育不是

“说教”，而是都有对应的实践活动，
如开展“爱粮节粮宣传周”、寻找“节
约好少年”、粮食生产社会实践活动，
学校的安全警示语也是由学生自主
创作。

智引未来
交出“智慧教育”新答卷

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给高新
区教育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当前，高新区以“科创高新·智慧
教育”为发展理念，聚力实现“一批智
慧校长在智慧校园里带领一批智慧
教师，运用智慧的教学手段，打造一
批智慧课堂，培育一批智慧之星”。

在这样的“智慧规划”引领下，白

市驿二小如何全身而动？
据了解，该校通过大家谈——谈

班级管理标准化、大家做——做班级
文化班级活动、大家评——评班级管
理制度，推动了智慧班级的打造。同
时借“无废学校”创建活动，倡导学生
争做文明人，成为闪耀的智慧之星。
李英介绍说，本学期以“文明”和“智
慧”为两大关键词，进一步强调光盘行
动、文明用语等，深化智慧学习、智慧
劳动、智慧创造，鼓励智慧教师用智慧
课堂培育智慧学生。

一年来，白市驿二小已交出“智慧
教育”新答卷。在重庆市中小学戏曲
小梅花展演中喜获“优秀组织奖”，假
期德育课程“我和假期有个约会”深受
孩子喜欢、家长认同。今年9月，学校
入选参与高新区“中小学数字教材实
践研究”项目。

一年来，师生参加各类比赛获国
家级奖项3人、市级奖40人、区级奖
项159人。

智引未来，今天的白市驿二小“一
步一步向前进”，着力办老百姓身边的
好学校，向高新区高质量发展交出更
优质的“教育答卷”。

文秀月 许珊 刘进
图片由白市驿二小提供

垃圾巧变“资源”德育有趣有用

孩子们在宣传栏前学习讨论环保知识

高新区白市驿第二小学智慧创建“无废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