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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区委书记黄玉林：

用“智慧+”
为城市建设发展赋能

⑥

（观看访谈视频请扫描海报上二维码）

□本报记者 夏元

2020线上智博会已圆满闭幕，参展区县有哪些收获？在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接下来将采取什么举措？对此，渝中
区委书记黄玉林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重庆日报：此次参加2020线上智博会，渝中区有哪些亮
点？

黄玉林：渝中区认真总结前两届参与智博会的经验，充分
发挥服务业集聚和生产要素集聚两大优势，全面参与了本次
线上智博会的“会、展、赛、论”及发布等各个环节，集中展示了
渝中区大数据智能化产业发展成绩和良好态势。

线上智博会举行期间，我们积极搭平台、交朋友、促创新，
通过举办区块链高峰论坛、科技金融峰会、5G创新发展高峰
论坛等，汇聚了多名院士、100多名行业专家和一大批知名科
创企业人士的前沿思想、新锐观点，形成思维碰撞、智汇八方
的良好创新氛围。

重庆日报：近年来，渝中区在推动大数据智能化进程中取得
了哪些成效？

黄玉林：渝中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要求
和部署，聚焦发力重点产业、重点区域、重点应用，加速推进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力服务全市“智造重镇”、“智
慧名城”建设，主要的发展特点包括：

产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更加明显，去年全区数字经济产业
实现营收300亿元，产值同比增长30%以上；产业集聚度进
一步增强，建成重庆市区块链产业创新基地，获批西部首个

“国家级涉密专用信息设备应用示范基地”称号；智能化应用
水平不断提升，我们充分挖掘了大数据智能化的政用、商用、
民用价值，实现5G公共区域全覆盖，并加快推进“智慧+”行
动，城区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

重庆日报：接下来，渝中区将如何推进大数据智能化产业
实现更大突破？远景规划是什么？

黄玉林：下一步，我们将围绕打造“重庆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大力实施能级提升行动，推动商贸、文化旅游
等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同时，大力实施创新发展行
动，高水平、高能级打造区块链、工业软件等产业发展极。
另外，还将大力实施全域智慧化行动，用“智慧+”为城市建
设发展赋能。

本报讯 （记者 夏元）记者9月18日从市经信委获悉，在
2020线上智博会上，我市上线10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
节点（下称二级节点），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上线15个二级节
点。

此次上线的10个二级节点涵盖医疗器械、汽车制造、建筑建
材等行业领域，其建设主体企业包括重庆建工建材物流公司、重庆
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公司、中国移动重庆公司、中移物联网公司、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重庆云江工业互联网、重庆数字大足大数据
产业发展公司、中国联合通信网络重庆分公司、中国电信重庆分公
司、信通院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重庆）公司。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是支撑工业全要素、全产业链、
全价值链互联互通的‘神经中枢’，二级节点是该体系重要组成，
向上对接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向下对接企业标识节点及应
用系统，提供标识注册、解析、监测等功能。”市经信委负责人表
示，自2018年国家顶级节点（重庆）上线运行以来，截至目
前累计标识注册量达到3842万个，累计解析量2852万
次，接入企业节点252个。

重庆上线10个工业互联网
标识解析二级节点

本报讯 （记者 夏元）记者9
月18日从2020线上智博会组委会
获悉，9月18日至20日，市民可通
过预约方式，前往礼嘉智慧公园现
场参观“智造重镇”和“智慧名城”两
个展馆。

组委会表示，两个展馆开放时间
为9月18日至20日每天9∶00-17∶
00。其中，参观“智造重镇”展馆须
登 录 智 博 会 官 网（https://www.
smartchina-expo.cn）进行预约，参
观“智慧名城”展馆须登录微信小程
序“腾讯T-DAY”进行预约，或到

礼嘉智慧公园现场扫码登录预约。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预约将分

小时进行，每小时预约人数上限为
50人，以预约的先后顺序分批次入
馆。为确保后续观众的观展流畅
性，组委会建议市民在馆内参观时
间不超过1小时。市民预约成功
后，需凭预约成功的短信或二维码
提前10分钟到场，超过预约时间将
无法入场。

另外，市民入馆前需出示渝康
码并接受体温检测，高于37.2℃禁
止入内，参观时需全程佩戴口罩。

本周末市民可预约参观
“智造重镇”“智慧名城”展馆

□本报记者 白麟

2020线上智博会已经闭幕，“云游
礼嘉”活动正式开启。市民足不出户，便
可360度“云”游礼嘉智慧公园。

9月18日，是礼嘉智慧公园VR全景
栏目“云游礼嘉”上线第一天。众多市民通
过“两江产业集团”微信公众号参与到“云”
游活动中，在虚拟世界里体验各种“黑科
技”。市民们纷纷表示：感觉真“酷”！

记者体验发现，关注“两江产业集
团”微信公众号后，只需点击菜单栏“掌
上礼嘉”，就可进入“云游礼嘉”栏目。进
去后，网页画面立即切换到礼嘉智慧公
园南区广场，在VR全景技术支持下，仿
佛自己真的站到了广场中央。

“云游礼嘉”包括4个主题场馆、25个
应用场景、50个体验项目。记者“站”在
广场环顾四周，能够看到通向5G馆、艺趣
馆、云顶集市、陵江次元，以及云尚花海、
智慧凉道等场景的箭头标识。记者进入
任何一个场景，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例如，艺趣馆主要通过展示城市由
古至今及未来的发展轨迹，通过VR、
AR、全息投影等“黑科技”，打造了一个
充满科技感的光影艺术趣致空间。“云游
礼嘉”还通过视频讲解等方式，向观众呈
现了艺趣馆的神奇有趣之处：在一个显
示着海洋生态的大屏幕面前，讲解员用
手触摸屏幕中的水母，水母便会快速向
上游动起来；用手触摸鱼群，鱼群则会惊
慌地向四周散去。在艺趣馆里，观众还
可以感受太空生活，如开飞船、种植太空
蔬菜、回收太空垃圾等，还能玩到刺激的

“星球大爆炸”游戏。
除了艺趣馆，5G应用也是“云游礼

嘉”的重点内容。5G馆分为A和B两个
馆，其中A馆融合了目前主流的VR、
MR、直播、虚拟驾驶、沉浸式、人机交互
等多媒体互动技术。B馆以未来普通市
民（身份为年轻医生）的一天为线索，通
过事件化的场景设计，为观众创造了一

个5G技术环境下日常智慧生活的体验
空间，使观众能切实感受到智慧科技即
将给生活带来的改变。

为了让线上观众获得身临其境的沉
浸式体验，“云游礼嘉”专门开发了配合
手机的重力感应、场景旋转等功能。在

“云游礼嘉”里，人们既能漫步云尚花海，
看紫色马鞭草在风中摇曳；也能徜徉湖
畔步道，看晨曦之光缓缓洒落；还能登上
云顶步道俯瞰礼嘉半岛……

“这样的‘云’游确实非常新颖，感觉
既身临其境又轻松畅快！”体验了“云游
礼嘉”后，江北区市民贝绍坤发出由衷地
赞叹。

渝中区市民武祺香说，通过手机看
礼嘉智慧公园，能真切感受到物联网、
5G、数字技术给城市和生活带来的翻天
覆地变化，“酷！‘云游礼嘉’后，我更期待
未来的数字生活了。”

“酷！更期待未来的数字生活了”
“云游礼嘉”上线首日，市民感叹既身临其境又轻松畅快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重庆
既在很好地传承传统文化，又在大力
推动智能化建设，这座城市太迷人
了。”9月18日，受邀来渝参加“放心中
国游——YouTuber 海外大 V 拍重
庆”活动的视频博主杰瑞这样说。

近日，杰瑞和李、欧里父子在重庆
文旅国际传播中心的组织下，体验了
智博会的“黑科技”，感受到荣昌非遗
的活态传承，对重庆的发展赞叹不已。

3位海外大V先后参观了2020线
上智博会重要赛事之一的 2020i-
VISTA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长安汽

车智能化生产线，还赴荣昌区体验陶
器制作，参观万灵提琴博物馆等。

李、欧里父子来自英国，现居深
圳，对科技兴趣浓厚，这是他们第二次
受邀来渝参加“放心中国游——You-
Tuber海外大V拍重庆”活动。“我第
一次体验了自动驾驶，这个过程太神
奇了。”李说，在参观智能化生产线、体

验自动驾驶、感受“黑科技”时，“我仿
佛步入一座未来之城，期待我们的生
活变得更加智慧。”

杰瑞来自南非，现居青岛，对智能
化的发展非常期待。他说，智能化加
速了生产制造效率，推动了社会发展
进程，“今后能否利用5G技术将个人
信息存储在云端，过海关时使用人脸

识别技术，达到快速过关的目的呢？”
让杰瑞惊喜的是，重庆在加快建

设“智造重镇”“智慧名城”的同时，十
分注重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在向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陶瓷烧制技艺
（荣昌陶制作技艺）传承人梁先才学习
制作陶器时，他感受到这项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得非常好，受到了很多年轻
人的喜爱，还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创业。

“回到青岛后，我计划剪辑7个视
频，展现重庆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山环
水绕的城市风貌，让更多人通过视频
了解、爱上重庆。”杰瑞说。

海外大V点赞智博会：

“我仿佛步入一座未来之城”

□本报首席记者 申晓佳

9月17日，2020线上智博会落下
帷幕。作为首个海外分会场，新加坡
在本届智博会上同样收获良多。

3天时间里，在新加坡分会场，中
新企业线上签署17项谅解备忘录，拟
合作领域涉及国际供应链金融、智慧
旅游、智慧居家养老、智慧工地与智慧
建造等。

但是，新加坡通过智博会获得的，
远不止签约。

9月16日，走进新加坡智慧建筑
企业 IDA Technology Pte Ltd 办
公区，记者首先看到的是一台带有显
示屏的“空气净化器”。显示屏上播放
着重庆的宣传片，朝天门、解放碑等地
标一一出现。

IDA Technology Pte Ltd执行
董事郑颂介绍，这是一台搭载VR平
台功能和空气净化功能的复合型机
器，由IDA Technology Pte Ltd和
重庆长麟科技共同开发。2019年，两

家公司在智博会新加坡馆相遇，一拍
即合，成为了跨领域的合作伙伴。

“如果没有智博会，我们不会在重
庆找到合作伙伴。”郑颂说，智博会是
一个国际化科技交流平台，为更多企
业合作提供了机遇。

一位连续参加3届智博会的新加
坡商界人士风趣地把智博会形容为
全球企业的“交友会”。“大家见了面，
坐下来聊，可能会意外地发现彼此很
合适，于是就共同开拓新的领域。”他
感慨地说，智博会规模虽大，但形式
灵活，为参会企业提供了深入交流的
空间，也为国际智能产业发展搭建了

桥梁。
事实的确如此。前两届智博会，

有逾1000个项目达成合作共识，其中
70%已实现落地转化。这其中，众多
新加坡企业与重庆企业牵手，把一大
批新加坡技术和成果带到重庆，实现
个性化转化。

在通过智博会结缘以及合作的过
程中，新加坡企业更加了解重庆，看好
重庆。本届线上智博会期间，多名新
加坡企业家表示，看好重庆未来发展，
并希望深度参与其中。

本届线上智博会开幕式上，新加
坡人力部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

明在视频致辞中也表示，成功举办本
次盛会充分证明了重庆的创新与数字
技术应用能力。新加坡与重庆正紧密
合作，推动政策创新，使跨境数据流动
更便利，创造更多跨境商业活动。

“新加坡对数字技术十分关注，智
博会也让新加坡找到了更多数字技
术、数字经济方面的空间和机遇。”正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攻读电子电气
工程系博士学位的重庆留学生赵涵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智博会在专业人
士中有关注度，国际媒体也将其视为
重要的交流活动，相信今后新加坡也
会在智博会上找到更多机遇。

新加坡商界人士盛赞智博会

为更多企业合作提供机遇
为智能产业发展搭建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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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9月18
日，作为2020线上智博会·智慧体育
大会的组成部分，成渝双城和区域智
慧体育联动发展圆桌会在万盛经开区
举行，多位专家齐聚一堂，就成渝体育
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重庆和成都的体育既有共性，又
有各自特点。”四川省成都体育学院教
授、四川体育智库专家杨强表示，未来
双城在合作时，一方面需要做好体育
协同化、一体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另一
方面可学习和借鉴长三角地区体育产
业协作发展模式，运用好体育产业这

一业态，通过共同举办品牌赛事等方
式，探索出符合两地实际的区域协作
模式。

西南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黄晓灵建
议，要让成渝地区的体育事业实现进
一步发展，就必须利用好成渝地区的
高校资源。“未来两地可通过成立成渝
高校联盟，实现两地高校资源共享、师

资互换、学分互认，还可通过设立课
题、开办论坛等方式，为体育人才的培
养提供平台保障。”

成都市体育局副局长陈志表示，
未来成渝两地不仅要充分利用体育资
源、自然生态资源策划一系列精品体
育旅游赛事，还可依托两地的场馆资
源共同举办大型赛事，共同申报国家

级体育产业试点、示范。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智慧体育将

在未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起
到巨大作用。成渝两地可通过打造智
慧化体育场馆，让人们感受到智慧体
育带来的便利，进而促进智慧体育产
业的整体发展。

圆桌会结束后，还举行了重庆市
智慧体育平台建设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重庆市体育局与万盛经开区管委
会、重庆日报等分别签署了框架合作
协议，共同推动重庆市智慧体育大数
据平台建设。

成渝双城和区域智慧体育联动发展圆桌会举行

重庆将打造智慧体育大数据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