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智博会即将拉开帷幕，目前
筹备工作进展如何？在交通出行、接
待服务、运力组织等方面，都有哪些安
排？

8月24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
多位2019智博会相关保障单位负责
人，包括市公安局总工程师封胜、市商
务委副主任熊林、市交通局副局长万雅
芬、团市委副书记黄永宜、悦来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键。

对道路及停车场执行分级管理

重庆日报：本届智博会在交通出行
及停车位布置方面有哪些安排？

封胜：智博会期间，市交巡警总
队对国博中心周边道路及停车场将
采取分级管理机制，划定“核心区”
和“管控区”并分别采取交通组织措
施。

其中，“核心区”范围是悦来大
道、国博大道、悦来滨江路、同茂大道
合围区域。在该区域内，从8月25日
至8月29日，每日7时至19时，只有
执行公务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公交
车、出租车和持有《2019智博会车辆
通行证》的车辆才能通行，其他车辆
禁止通行。

“管控区”范围是金山大道（不含）、
金兴大道（不含）、欣悦路、悦来滨江路
合围区域。在该区域内，从8月25日
至8月29日，每日7时至19时，“管控
区”范围内道路除之前提及的车辆可通
行外，还增加了网约出租车和已预约观
展停车位的车辆可通行。

在26日专业观众观展日当天，普
通观众无法预约停车位；在 27 日-
29 日普通观众观展日，国博中心
P21-P24停车场对公众开放预约，并
启动周边中央公园、园博园、欢乐谷、
黄景路等4个停车场进行接驳。对于
本身住在管控区或在管控区工作的
市民，可采取电话备案方式进行登记
后，可按照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线路
通行。

公交轨道出租车运力充足

重庆日报：智博会期间，对于交通
运力组织将采取哪些措施？

万雅芬：智博会期间，国博中心周
边将开通公交线路19条，总运力225
台，包括常规公交线路11条，摆渡线
路2条，定制公交线路6条；轨道交通
将安排列车上线73列，其中6号线53
列、10号线20列，并开通6号线茶园
到悦来的直达列车，同时缩短轨道列
车发车间隔；将调派1000辆出租车每
天驻守在国博中心提供出行服务，并
抽调一批新投放的新能源出租车，驻
守在嘉宾入住宾馆提供出行服务；针
对主城及远郊区县社会团体参观智博
会的出行需求，交通部门将专门提供
直达国博中心的包车服务，有需求单
位可提前预约。

此外，市交通局与智博会承委办将
共同发布“智博会公共交通出行指南”，
按照主城区域划分，详细介绍进出国博
中心的公交、轨道交通出行和换乘情
况，方便观众便捷出行。

精心安排嘉宾考察活动

重庆日报：今年智博会国际化程度
更高，参会嘉宾人数更多，目前接待进
度及安排情况如何？

熊林：今年智博会期间，仅我市邀
请的重要客商就多达692位，比上一届
高出一倍多，我们将对这些客商进行一
对一接待安排。

特别是今年我们在车辆设置及安
排上，做了充分的准备，希望以此提高
嘉宾们的便利感、体验感，让他们对重
庆留下最好的印象，继续关心支持重
庆的发展。另外，今年我们在嘉宾考
察方面也做了更精细安排，希望参会
嘉宾能够到市内多个开发区和区县，
与我市相关部门、相关企业进行接触，
能够更多地参与重庆经济建设，寻求
更多合作机会。

交通餐饮服务“一条龙”配套

重庆日报：作为智博会主会场国博
中心的管理单位，悦来投资集团在会议
保障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石键：为迎接2019智博会，悦来
投资集团重点围绕交通、餐饮等多方
面采取服务保障“一条龙”配套，包括
新增3条对外连接道路，在国博中心
南北两侧新增7处停车场、共计4000
多个停车位，设置智能交通诱导系统
等，同时在餐饮保障方面，N6馆特别
增加了特色餐饮区，确保每天餐饮供
给达10万份。

另外，我们还开发了2019智博会

小程序，方便观众进行网上观展注册及
车位预约。在国博中心周边我们还设
置了花卉、雕塑等，以此提升景观效
果。考虑到近期高温天气，我们还在地
铁出口设置了风雨连廊，在展馆处设置
雨雾喷淋系统和冷风机等降温设备，为
观众观展提供便利。

为智博会提供精细化志愿服务

重庆日报：今年智博会国际化程度
更高，参展嘉宾人数更多，专业化程度
更强，为此，本届智博会的1200多名志
愿者将如何进行服务？

黄永宜：自去年首届智博会成功举
办后，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市先后举办
多个大型国际赛会，包括2019上合组
织地方领导人会晤、第二届西洽会、“一
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等，我市志愿者
服务团体已积累丰富的涉外志愿服务
工作经验。

为保证本届智博会志愿服务质量，
今年我们仍然采取从在校大学生中择优
录取志愿者。在制定招募方案时，我们
结合不同的志愿工作任务，特别是对涉
外的、重要的工作任务，确定了最详细的
招募计划，确保每位志愿者都有足够能
力胜任。同时我们还为志愿者配备了智
能化设备，能够有效帮助他们与各国外
宾进行沟通交流，提供精细化服务。

考虑到今年智博会期间外国嘉宾、
观众人数较多，我们还针对不同国家的
风俗传统、礼仪规范等，对志愿者进行
了专门培训。迎接2019智博会，我们
准备好了！

“迎接2019智博会，我们准备好了”
——对话智博会相关保障单位负责人

本报记者 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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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记
者 杨骏 实习生 孙天然 余大凯）
8月24日，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本届
智博会期间，悦来投资集团准备了十项
便民举措，方便各方观展。

悦来投资集团副总经理邬达君介
绍，十项便民举措包括智能导视系统、
智博会智能服务小程序、智慧交通系
统、会展专用通道、智能卫生间、智能餐
馆、便民服务亭、景观休息区、风雨连
廊、新增停车场等。

邬达君称，推出这些举措，就是希
望市民观展能够获得更智能化、更人性
化、更便利的服务。

比如，智博会小程序集成了多种
服务，参展商或参观者注册后，便能实
现预约观展、预约停车、展商查询、交
通指引、室内导航、展会介绍等多项功
能。

为解决智博会车行后顾之忧，本
届智博会期间，悦来也新增了停车
场，比如国博中心及中央公园、园博

园、华侨城欢乐谷等地，均设置外围
P+R 停车场，免费提供停车位共计
1.5 万个，并接驳公交线路快速连接
国博中心。

夏季高温炎热，为让市民观展智博
会更舒适，在智慧小镇、国博中心等地
新增风雨连廊，以挡雨遮阳。

逛展时想休息怎么办？智博会
期间，场馆内新增了 14处便民服务
亭，提供问询、休息、餐食等服务。同
时，场馆的连廊还新建8处景观休息

区，市民可以在疲惫时小憩一下。
用餐是市民逛展时非常关注的问

题。国博公司总经理宋薛利介绍，除了
馆内原有的62个供餐点外，本次智博
会特别规划了N6餐饮专馆，包含2000
平方米智能餐馆，可实现无人贩售和快
速下单自助取餐，能容纳4000人同时
就餐。

据了解，馆内西式快餐、韩式快餐、
面食、糕点、咖啡、方便食品等，单日供
餐能力可达8万份，馆外周边供餐能力
达2万份。

此外，为了满足大型会展对住宿的
要求，悦来会议酒店联盟已于今年6月
成立，覆盖悦来会展城周边30公里内
近50家酒店，为与会者提供便捷高效
的配套服务。

智能导视系统、景观休息区、风雨连廊……

十项便民举措方便各方观展智博会

本报讯 （记者 李幸）熊猫智
能公交车、AI智能扫路机、AI自贩
柜 、手 脉 闸 机 …… 这 些 以“AI
CITY”为主题的人工智能“黑科
技”，让“行走中国·2019海外华文媒
体高层重庆行”的参访嘉宾切身感
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震撼与魅力。

谈及2019年的产业热点，参访
团成员表示，人工智能绝对是一个
绕不开的话题。科技的进步将给产
业发展、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哪些改
变？将带来哪些创富机会？我们又
将如何认识、适应这种变革发展？
这些都是他们关注的话题。

坐落在重庆经开区的深兰科技
重庆分公司是一家2014年创立的
人工智能企业，作为平台型世界级
AI Maker，在智能汽车、智能环
境及智能城市等领域深度布局，实
现用AI价值服务民生。

来自加拿大《加中时报》的编辑
林香君，感受深兰科技的人工智能
技术后称赞道：“没想到重庆AI技
术发展得这么快，人工智能技术正
在走进人们的真实生活。”

罗马尼亚《旅罗华人报》副总编
刘月霞认为，在一个百花齐放的阶
段，如果真正把AI与各个行业的应
用做到深度融合,人们的生活会更

智能、更美好。
位于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的云

从科技，用四年时间，成长为自然语言
处理和人脸识别领域的行业领先者。

在云从科技展厅，参访团对人
脸识别、跨境追踪、3D重建等智能
技术发出阵阵赞叹。目前，这些技
术已深入到金融、安防、教育等多个
应用领域。中国香港《流动新闻》总
经理张丁华参观后表示：“科技越来
越发达，在国家安全把控、民生方面
都将更有助益。”

“我能感受到，科技已融入生活
的方方面面，人工智能应用于娱乐
中，也是提升幸福指数的一方面，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的提升。”《英国侨报》副总编曹爱娟
在重庆数字经济发展展示中心饶有
兴致地体验了人脸识别的娱乐功
能。她说，随着大数据不断融合共
享，“数字改变生活”不再是一句口
号，通过实实在在的举措，将点滴汇
聚成人们身边的一个个“小幸福”。

“在未来几年，我们会发现人工
智能会变成我们生活中的基础设
施，跟通讯网、道路、电网、自来水一
样。”对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日
本《关西华文时报》副总编蒙令华充
满期待。

“行走中国·2019海外华文媒体高层重庆行”嘉宾——

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技术
正在走进真实生活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8月24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市科技局获悉，作为智博会的主办单位之一，科技部携
31家单位来渝参展，在位于国博中心N3馆将有45个项
目集中亮相，涵盖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材料、智能制
造、智慧家居、智慧教育等领域。

车路协同系统成了车辆的“眼睛”

当你乘坐一辆自动驾驶汽车行驶在城市道路上时，
信号控制机会把红绿灯周期发到你的车里，让车知道前
方是红灯还是绿灯，红灯或绿灯还剩多长时间，并配有
建议车速，按建议的车速开过去，车到路口时刚好绿灯
通过……这就是车路协同系统的典型应用场景。

在今年的智博会上，科技部就组织了清华大学和北
京星云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车路协同项目前来参
展。

据悉，车路协同系统采用了先进的无线通信和新一
代互联网等技术，全方位实施车车、车路动态实时信息交
互，并在全时空动态交通信息采集与融合的基础上，开展
车辆主动安全控制和道路协同管理，充分实现人、车、路
的有效协同，保证交通安全，提高通行效率。

“交通标志、信号灯等都可以向车辆发送信号，传输
信息，随时把控每辆车的状况和应急需求，为车辆传达远
处的路况，成为车辆的‘眼睛’。”项目相关负责人说，届
时，观众可在现场进行体验。

“智能管家”带来全场景智慧生活服务

如果你不在家，门庭安全系统会自动布防，当智能云
锁、家中门窗被非寻常打开时，系统就会立即向你手机报
警；客厅安全系统能够实时监测客厅空气质量，同时风雨
传感器将自动感应风雨，在下雨天为你及时关闭阳台窗
户；厨房安全系统通过水浸监测、燃气传感、火焰探测、烟
雾警报实时监测厨房安全，当发现燃气泄漏等危险情况
时，会自动推开窗户，并实时向你的手机报警……由海尔
智慧家居打造的智能安防系统将亮相科技部展区，让观
众感受一番“智能管家”给未来生活带来的智能、安全和
便利。

据介绍，智能安防是智能家居的核心部分，海尔智能
家居围绕家庭全物理空间，从人、财、水、电、火、气六大维
度，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技术融入整个体系
中，为用户打造全场景、定制化的智能家居服务，今后将
为人们带来更美好的智慧生活体验。

CMC控制芯片助力智能制造

宁波中控微电子有限公司联合浙江大学等多家单位
自主研发的CMC控制芯片，也将亮相智博会。

这是一款工业控制领域开放的芯片级控制系统，集
成了输入输出、控制算法、通信等所有控制要素，是一种成本更低廉、设计更
简单、可靠性更高的核心控制模块。

“这款芯片不仅可以作为单体控制器，还可以扩展大规模控制系统和
物联网应用。”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因此，它可以替代各类控制设备中由
通用CPU或PLC实现的主控部件，助力企业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和工业物
联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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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曾立 夏元）8月
26 日，2019 智博会将在国博中心开
幕。8月24日，智博会承委办召开新
闻发布会称，目前智博会各项筹备工作
已就绪，展会将呈现国际化水平更高、
专业化程度更强、品牌化效应更大和观
展体验感更好4大特点，同时承委办向
观众发出观展倡议，倡导有序、文明观
展及绿色出行。

智博会承委办介绍，国际化水平
更高，是 2019 智博会一大亮点。届
时，将有来自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
表参会，参会嘉宾包括国际组织负责
人、国外知名学者和60多位世界500

强企业高管等。在智博会21万平方
米室内展览面积中，外资企业布展面
积占比13.6%，比去年首届智博会提
高4.2%。

2019智博会将紧扣“智能化：为经
济赋能、为生活添彩”主题，围绕智能制
造、5G科技、工业互联网等热门领域，
聚焦大数据智能化领域前沿技术、产业
发展最新成果、当前热点关键问题、合
作协同发展等话题开展交流探讨，更加
凸显专业化。

在赛事及论坛组织方面，目前中国
智慧城市大数据开放创新应用大赛、

“智博杯”工业设计大赛已完成决赛，其

余赛事将分别在智博会期间举行总决
赛及相关活动；已有1万多名观众报名
参加智博会期间将举行的46场论坛。
另外智博会期间，还将举行经贸合作交
流和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并同期举行
100多场发布活动，其中有20多场涉
及大数据智能化领域新技术、新产品的
专业发布，包括首次发布《未来网络全
球行动纲领》等。

会务保障方面，当前轨道交通、
公交、出租车及停车管理等各项出行
措施均已全面优化，包括将开通公交
线路19条，轨道交通6号线53列、10
号线 20列，1000辆出租车定点驻守

国博中心；悦来周边将设置智慧交通
系统，提供智能出行方案；国博中心
场馆内将实现5G网络全覆盖；在金
山大道等多条主干道设立会展专用
道，新增停车位近万个；展馆单日供
餐能力达 10万份；展馆供电、供气、
供水等实行 24小时应急值守；志愿
者服务、卫生、检验检疫、消防保障等
全都部署到位。

此外，承委办向观众发出倡议
称，本届智博会设立 26日为专业观
众观展日，27-29日为普通观众观展
日，希望广大观众绿色出行，有序文
明观展。

本报讯 （记者 曾立）重庆日
报记者8月24日从市发展改革委
获悉，本届智博会的重要主题论坛
之一——数字丝绸之路国际合作
会议将于8月26日、27日分别在悦
来国际会议中心、渝州宾馆举行。

数字丝绸之路，是数字经济
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结合，
是数字技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
支撑，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世
界共享。

本次会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指
导，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
重庆市发展改革委联合主办，重庆
市高新区管委会承办，以“数丝合

作 共创未来”为主题。
届时，来自老挝、秘鲁、塞尔维

亚、土耳其、新加坡、阿根廷、墨西
哥、马来西亚等40多个国家的政府
部门、国际组织、知名协会、跨国公
司、国际智库等150多名外宾，将来
到山城，与阿里巴巴、华为、腾讯、京
东等国内知名数字经济企业共计
400名代表，共话数字丝绸之路。

会上，来自6个国家的政府部
门、专业机构、企业代表，还将就包
括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贸易等合
作领域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技术
转移、国际交流等一批新签约项目，
举行文本交换仪式。

40多个国家 150多名外宾 400名代表

数字丝绸之路国际合作会议
8月26—27日举行

国际化水平更高、专业化程度更强、品牌化效应更大、观展体验感更好

2019智博会筹备就绪明日开幕

8月26日，2019智博会将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这是蓝天白云下的2019智博会主会场。 记者 齐岚森 摄静待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