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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8月25日，
重庆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
国联通、中国铁塔签署深入推进5G数字
重庆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市委书记陈敏
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与国务院国资
委主任郝鹏，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中国
移动董事长杨杰，中国联通副总经理梁宝
俊，中国铁塔总经理顾晓敏举行了座谈。

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市领导吴存荣、王
赋、熊雪参加有关活动。

陈敏尔、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
郝鹏及央企来渝参加智博会，向国务院国
资委和央企对重庆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
谢。陈敏尔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用好“四
大优势”，发挥“三个作用”，在推进西部大

开发形成新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
破。重庆是制造业重镇、著名的山城江城，
为大数据智能化发展创造了巨大市场需
求、提供了丰富应用场景。我们坚定不移
把大数据智能化作为重庆发展的战略选
择，促进政府、企业、市场共建共享，让智能
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推动大数据
智能化创新发展，离不开各类企业的积极
参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
国铁塔等央企，在推进网络化、数字化、智
能化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希望国务院国
资委和央企继续关心支持重庆发展，进一
步加大5G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加快5G应用和产业融合步伐，大力推
动研发创新，不断拓展合作领域，狠抓项目
落地，实现互利共赢。 （下转4版）

陈敏尔唐良智与国务院国资委主任郝鹏、
部分央企负责人座谈

市政府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签署
深入推进5G数字重庆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记者 张珺）8月25日，市
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会见了韩国国会副
议长李柱荣一行。

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参加会见。
陈敏尔、唐良智、张轩代表市委、市人

大常委会、市政府对李柱荣来渝出席
2019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表示欢
迎。陈敏尔说，中韩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
合作伙伴，两国高层保持密切交往。不久
前，习近平主席与文在寅总统再次会晤，
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发展进一
步指明了方向。我们愿同韩方一道，深入
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推动两国关系
健康稳定向前发展添砖加瓦。重庆与韩
国历史渊源深厚，我们着力保护利用重庆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让其在双
方交流交往中发挥更大作用。大数据智
能化创新是重庆发展的战略选择，我们深

入挖掘大数据智能化商用、政用、民用价
值，让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
韩国智能产业发展基础深厚、智慧城市建
设管理经验丰富，双方合作基础坚实、前
景广阔。希望借助智博会这一平台，加强
大数据智能化合作，深化教育科研、人文
旅游等领域交流，欢迎更多韩国企业来渝
投资兴业，实现共赢发展。

李柱荣预祝2019智博会圆满成功，对
重庆为旧址保护利用作出的努力表示感
谢。他说，韩中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人
文交往日益密切。近年来，重庆大力推动
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取得显著成绩。
韩国珍视与重庆的特殊缘分，愿加强与重
庆在智能制造、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交流
合作，深化地方交流交往，期待双方合作取
得更大成果。

韩方有关人员，中联部、市有关部门负
责人参加会见。

陈敏尔唐良智张轩会见
韩国国会副议长李柱荣

本报讯 （记者 杨帆）8月25日，市
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会见了葡萄牙议会
第一副议长若热·拉康一行。

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参加会见。
陈敏尔、唐良智、张轩代表市委、市人

大常委会、市政府欢迎若热·拉康来渝出
席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陈敏
尔说，去年12月，习近平主席成功对葡萄
牙进行国事访问，取得丰硕成果。今年4
月，贵国德索萨总统出席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访华。我们愿落
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密切交
流合作，为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
断向前发展作出地方贡献。重庆是一座
美丽的山水城市，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也是中国制造业重镇。当前，我们正按照
习近平主席对重庆的重要指示要求，更加
注重抓好大保护，更加注重抓好大开放，

更加注重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在国家区
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发挥独特而
重要的作用。智能化是未来，未来已来。
智博会是推动大数据智能化发展、促进数
字经济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以阁
下此次访问为契机，推动重庆与葡萄牙交
流合作，在经贸、科技、文化、教育、旅游等
领域取得新成果。

若热·拉康感谢重庆热情友好的接待，
对重庆举办2019智博会表示祝贺。他说，
葡中两国的友谊源远流长，双方有着良好
的合作关系。重庆发展充满活力，潜力巨
大，尤其是智能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让人
印象深刻。葡萄牙愿深化与重庆的友好合
作，共享大数据智能化带来的新机遇，共同
促进双方各相关领域友好合作迈上新台
阶。

葡方有关人员，中联部、市有关部门负
责人参加会见。

陈敏尔唐良智张轩会见
葡萄牙议会第一副议长若热·拉康

当今世界，数字经济风起云
涌。谁能勇立潮头，就能抢占先
机。

滚滚浪潮中，智博会之约像
一艘满载“智慧果实”的巨轮如
期而至。

回望一年前，首届中国国际
智能产业博览会的盛况仍历历
在目。

去年开幕当天，习近平总书
记向大会发来贺信——

“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的时期，
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
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
异。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融合发展，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
续转换，打造新产业新业态，是
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

“中国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
展，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
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

“中国愿积极参与数字经济
国际合作，同各国携手推动数字
经济健康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
培育新动力、开辟新空间。”

……
一封贺信,带来了总书记和

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
擘画了数字中国新蓝图，为重庆
智能化发展指明方向。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视察重庆时再次强调,重庆要继
续高标准办好智博会，深度参与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一年
来,重庆以奋发有为的姿态，加
快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
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把智能制造作为产业创新的主
攻方向，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把智慧城市作为应用服
务的主要抓手，努力以智能化推
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

一批潜力大的新兴产业加
快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平台企
业加快打造，一批牵引性强的重
点项目加快实施，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政策链、人才链加快
融合。

今年上半年，全市高技术
产业增加值增速11.3%，工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新能源
汽车产量分别同比增长12.8%、
14.5%、199%。全市新增重点
科技型企业2383家、总数达到
13409家，同比增长66.6%。全
市规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
强度达到 1.37%，居全国第五、
西部第一。

一年前，智博会在重庆播下
“智慧树”的种子。

一年后，“智慧树”已落地生根，新芽倍出。

一个理念 催生一批制度成果

政贵在行，事成于实。
2018年8月27日，首届智博会刚闭幕，市委常委会就召开会议，

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贺信精神，坚定不移把大
数据智能化创新作为战略选择，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抢抓机遇、发挥
优势；

8月28日，市委书记陈敏尔马不停蹄来到联伟汽车零部件（重
庆）有限公司、重庆渝江压铸有限公司、重庆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两江二工厂等企业，走进车间，实地调
研智能制造发展；

8月30日，陈敏尔又来到潼南区，了解企业智能化发展和创新
成果；

……
一年来，陈敏尔到区县、到工厂、到园区、到部门调研数十次，

所到之处，无不跟大家讲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趋
势，要求深入贯彻总书记对重庆的重要指示，把智能制造作为主
攻方向，推动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更好地为经济赋能、为生活
添彩。

市长唐良智多次专题调研相关产业，召开主城、渝西等片区会，
与相关部门反复研讨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发展的相关工作。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
要想在波澜壮阔的数字经济中勇立潮头，必须向创新要动力，

向改革要活力，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坚定不移地走大数据智
能化引领的创新之路。

2018年11月，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大
数据发展局”）挂牌成立。

与目前全国已单独设立大数据管理机构的省市相比，市大数据
发展局兼具大数据“应用”、“发展”和“管理”职能。这样的定位，全
国独有。

“我们感受到市委市政府的满满期待，使命光荣，重任在肩。”市
大数据发展局局长罗清泉说。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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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曾立 夏元）今日上
午9时，世界的目光将再次聚焦重庆，2019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
中心开幕。

本届智博会的主题依然是“智能化：为
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

为期4天的智博会，将是——
一场思想的盛宴。13名诺贝尔奖得

主、4名图灵奖得主、2名菲尔兹奖得主、2
名国际组织（机构）负责人、76名国内外知

名院士、64名世界500强负责人等，将聚焦
大数据智能化领域，开展交流探讨；

一台产业的盛会。国博中心21万平
方米的室内展区，将充分展示人工智能、大
数据应用、云计算、5G、区块链等前沿技
术，呈现以智能制造为主体的产业升级解
决方案和典型案例，突出以智慧城市为重
点的智能应用示范及互动体验，促进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一次巅峰的对决。本届智博会在延

续去年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国际无人
机竞速大赛、大数据开放创新应用大赛
3 大品牌赛事基础上，还策划举办了
FPGA 智能创新国际大赛、“智博杯”工
业设计大赛、中新工业App创新应用大
赛、中国移动OneNET之星2.0物联网创
客马拉松大赛、“智博杯”青年大数据智
能化创新创业大赛 5大专业赛事，让国
内外顶尖水平的选手、项目和技术得以
一决高下；

一个全民的节日。本届智博会除了8
月26日面向专业观众开放外，27日至29
日3天均对普通市民开放。今年还新增了
礼嘉智慧体验园、仙桃智慧交通及自动驾
驶示范区、中国智谷·重庆经开区智能科技
体验区3个实景体验区，目前均已向公众
免费开放。

重庆卫视、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上
游新闻客户端、重庆日报客户端将对开幕
式及大数据智能化高峰会进行直播。

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今日开幕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8月25日，
腾讯西南总部大厦正式在两江数字经济产
业园落成投用。在新落成的大厦，市政府
与腾讯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委书记
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腾讯公
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出席落
成仪式并见证签约。

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市领导王赋、段成
刚、熊雪，腾讯公司汤道生、钟翔平、蔡光
忠、沈丹等有关负责人参加。

腾讯西南总部落户重庆是首届智博
会重点签约项目，经过为期一年紧锣密鼓
的规划建设，总部大厦落成。上午 9时
许，伴随着柔和的灯光和轻快的音乐，在
陈敏尔、唐良智、马化腾等的见证下，

“Tencent腾讯、腾讯西南总部”立体文字
从启动台前缓缓升起，标志着腾讯西南总
部大厦正式投用。据介绍，腾讯西南总部

将负责腾讯公司在西南地区的战略布局、
业务发展和统筹调控。腾讯西南总部大
厦共25层，面积近3万平方米，可容纳员
工3000人。大厦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
操作系统、腾讯优图人脸识别技术和区块
链技术等，精心打造一座智慧互联的创新
型总部。

根据市政府与腾讯公司签署的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将重点围绕大数据和智能产
业、数字文化产业、智慧城市等领域开展全
方位深层次战略合作。共同推动重庆数字
内容产业发展，创新打造全国首个腾讯光
子（重庆）创新研发基地，在渝布局数字内
容研发基地。全面推动大数据智能化产业
发展，推动成立开源协同研究院及产业基
地，建设“智能重庆”数智制造平台，打造

“工业互联网云平台+超算中心”。
（下转4版）

腾讯西南总部大厦落成

市政府与腾讯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陈敏尔唐良智马化腾出席

3版

重庆将建
密码区块链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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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支车队
争夺“最强车脑”

9版

跟机器人玩“石头剪刀布”

2019智博会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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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正在甘肃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农发山
丹马场有限责任公司一场，听取祁连山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
情况汇报。21日，他又前往武威市古浪县的八步沙林场，实地
察看当地治沙造林、生态保护等情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祖

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时时牵挂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心头。
（下转2版）

为了美丽的绿水青山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生态文明建设回访

养老院新“风景”：大爱扮美夕阳红

2版刊登 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T1-T32版

重庆智能化发展
亮点纷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