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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博会·现场

指静脉图案作为开锁密码，“贴身110”秒级报警，5G技术推出AI画像，送快递的机器
人……本届智博会上，琳琅满目的高科技颠覆了人们对许多传统产品，乃至生活方式的认
知。人们纷纷感慨：科技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韩
毅）8月26日，在智博会上，重庆日报
记者从西部数字内容产业年会筹备
会获悉，由重庆、四川、陕西等西部省
区市相关部门和中国新闻出版研究
院共同发起的西部数字内容产业联
盟在重庆成立。

西部数字内容产业联盟将通过
打造贯穿生产链、价值链、创新链的
数字内容产业优质生态系统，促进西
部数字内容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西部数字内容产业联盟成立
后，将围绕促进行业繁荣发展、构建
协同创新体系、强化版权保护合作等
六个方面展开工作。”中国新闻出版
研究院数字出版研究所所长王飚表
示，联盟不仅将组织成员围绕数字出
版业发展的难点、热点、焦点问题，统
筹开展政策调查研究，为行业与政府
决策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还将组织协
调联盟企业开展数字出版技术攻关，

推动成员单位开展自主技术创新、模
式创新、服务创新，研发对数字出版
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共性基础
技术。同时，联盟还将组织成员单位
制定相关团体标准和规范，通过开展
数字出版产业法律法规研究，适时提
出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建议，完善数字
出版产业法律体系。

“联盟成员还将开展数字出版版
权保护全方位合作，打造版权保护的
技术平台、版权交易平台、版权权益
保护平台，建立数字出版版权保护协
同体系，并通过项目合作、团队引进、
联合研发、联合共建和交流挂职等形
式培养培训数字出版人才。”王飚表
示，随着联盟的成立，西部数字内容
产业年会将在联盟成员单位所在省
市轮流举办，让年会成为展示区域数
字出版业发展成就、交流数字出版业
发展经验、研讨数字出版业发展问题
的平台。

西部数字内容产业联盟
在重庆成立

8 月 26 日，悦来国际会议中
心。人群川流不息，展台琳琅满
目，黑科技酷炫，智能产品惊艳。
这些智博会的场景，组成了一首
壮阔的交响曲。

“这可能是近来悦来地铁站
人最多的一次。”一位工作人员感
叹说。这届智博会主宾国增加到
3 个，嘉宾囊括了 13 名诺贝尔奖
得主、2 名国际组织（机构）负责
人、76 名国内外知名院士，参展
企业来自 28 个国家和地区……
与首届智博会相比，第二届智博
会显然规模更大，国际化程度更
高。

这背后，蕴含着生动而丰
富的涵义：和智博会一起款款
走来的，还有更加开放、包容、智
慧的重庆——坐拥全球重要的
智能终端生产基地、集聚上下游
整条产业链；2018年全市智能化
类项目投资达1000多亿元，数字
经济增加值增长 13.7%；吸引了
投资超 110 亿元的腾讯西南总
部落户……短短一年，重庆爆
发出不可小觑的创新力量，令
人振奋。

世界级的盛会，从来不只是
盛大的聚会而已。她所代表和承

载的，是前沿技术、创新精神、产
业趋势和未来想象。在这里，智
能产业发展的新成效、新技术、新
趋势得到展示和讨论；在这里，人
们对美好未来和智慧生活的追
求，变得可感、可观、可触碰。举
办这一盛会的重庆，因而重塑了
城市地位和形象，刷新了在全世
界的存在感。

如果说首届智博会，观众还
有些许“看新奇”的心态，初逢智
慧生活，体验酷炫科技，凝聚发展
共识。那么第二届智博会让人们
对大数据智能化的认知更饱满、
更成熟，对大数据智能化为经济
赋能、为生活添彩充满更大的期
待。

腾讯西南总部相关负责人
说：“我们对重庆的期待，就像重
庆火锅一样热烈。”在智博会现
场，这份热烈的期待同样在人群
中传递着、分享着。通往未来的
路上，大数据智能化的光芒无所
不在。智博会并不是一支短暂释
放光和热的“蜡烛”，而是一支牢
牢掌握在重庆手里的“火炬”，我
们有责任、有力量让它燃烧得更
加光明灿烂，然后传递给未来的
人们。

期待，像火锅一样热烈
□张燕

本报讯 （记者 李幸）8月 26
日，由意大利驻重庆总领事馆等组
织安排的意大利国家馆亮相智博
会，300 平方米的展馆内展出意大
利科技和工业领域杰出的高科技智
能产品，世界各地专业观众及重庆
市民可在此了解意大利在航空航
天、汽车、半导体领域的智能发展成
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越出席开
馆仪式。

众多意大利知名企业在展厅展出
了先进的智能产品：意大利莱昂纳多
直升机企业展出一架AW109型直升
机，专门用于医疗急救；意大利汽车品
牌代理商和经销商展出一款法拉利波
托菲诺和一款玛莎拉蒂 Levante；
B810集团则展出应用在汽车领域的

创新装置。
意大利驻华使馆经济商务处参

赞德玛睿表示，参与智博会，对意
大利来说是与中国西南地区加强合
作的绝佳契机。中意双方机构、企
业间将签署包括科学技术创新等方
面的合作协议，希望今后意大利与
重庆各领域交流与合作取得更大成
效。

智博会期间，意大利驻重庆总领
事馆还将与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组委会、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理工大学共同举办第一
届中意汽车大数据与智慧交通产业发
展高峰论坛，通过探讨智能交通，寻求
中意研究机构和企业界之间的具体合
作事宜。

意大利国家馆亮相智博会
智能产品囊括航空航天、汽车、半导体领域

本报讯 （记者 夏元）心衰竭症
患者将迎来“心”希望。8月26日，在
智博会国博中心S7展区，重庆永仁心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现场展示了一颗已
通过临床试验的人工心脏。预计下半
年取得国家资质核准后，这颗“心脏”

将正式面市。
统计显示，目前我国严重心衰竭

患者60多万人，死亡率在70%以上。
对心衰竭患者进行心脏移植手术是最
佳治疗方法，但由于供体不足，我国每
年的心脏移植手术量仅300例左右，

不能满足患者治疗需求。
“让更多心衰竭患者恢复健康，

需要开发研究心室辅助系统，即大
众俗称的‘人工心脏’。”重庆永仁心
公司负责人称，人工心脏国外产品
技术相对成熟、但价格昂贵，没有完

全进入国内医疗领域。而此次“重
庆造”人工心脏面市，或将改变这一
局面。

他表示，“重庆造”人工心脏主要
材料为钛合金，大小与成年人半个拳
头相似，目前已在15例临床试验中取
得成效。当前国际上的人工心脏手
术、器材等花费约100万元人民币，一
旦“重庆造”人工心脏上市，将大大降
低这一价格。

“重庆造”人工心脏下半年面市

本报讯 （记者 崔曜 吴刚）
智能家居长什么样子，什么技术能让
家居系统零碳排放？在智慧小镇的

“格力零碳健康家”，观众可以找到答
案。

在门外，即使忘记了带钥匙也不
怕。指静脉智能门锁采用新一代指静
脉识别科技，通过红外线扫描手指静
脉内流动的血液，形成指静脉图案作
为开锁密码。“每个人的指静脉都如同

DNA般独一无二，不会有安全问题。”
工作人员说。

走进家门，客厅里灯火通明，热水
器已经开始加热，加湿器和空气净化
器等家电也开始工作。原来，格力指

静脉智能门锁已经联动了全屋家电。
“我们研发的光伏能源系统，还

能让智能家居系统做到零碳排放。”
工作人员展示，在家电运行过程中，
光伏能源系统根据当前的使用环
境、家电的当前状态等多维数据，找
到最优的控制策略，实现了家居控
温更精准、使用更节能，智能化降低
碳排放。

这个智能家居系统零碳排放

5G到底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怎
样的改变？快到智博会现场来实地感
受。中兴、浪潮、华为、紫光、360、In-
tel等国内外企业纷纷携带最新智能
5G技术，汇聚中央大厅。

机器人“画”像纤毫毕现

在中央大厅ZTE中兴展区，机器
人通过全景摄像头扫描，为来宾勾画
出身体轮廓。再通过“观察”，捕捉面
部表情、神态，自动加“滤镜”和匹配不
同风格的背景。“昨天没休息好有黑眼
圈，它就给我配了一幅梵高的抽象画，
色彩偏暗。太神奇了！”市民李锐拿着
机器人为他“画”的画像感叹不已。

5G技术可以让智能机器人变得

更“聪明”，拥有“视觉”，在人机互动中
实现深层识别，能够“慧”眼识人，而且
画面精度可以达到8k，就是昆虫腿上
的细毛都纤毫毕现。

智能平台运用更广泛

5G带来的改变不仅于此。“传统
人工智能依靠大数据的应用，而5G
可以进行海量链接，传送运算能力更
快，可以在人机互动中实现实时感
知。”中兴5G行业产品总监宁向东
说，“通过5G技术，很多原本只能想
象的场景都可以实现。”

此次智博会现场，中兴以“5G+”
为线，向观众展示了其在智能制造、
AI、全息通话、工业互联网、智慧文

娱、智慧金融、智慧旅游、智慧环保、立
体安防等多个方面的全套解决方案，
专注赋能政府、公共安全、金融、能源、
交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等行业数字
化转型。

有了5G技术支撑，智能平台可
以运用到各个领域。在中国建设银行
的“5G+智能银行体验馆”里，市民争
相进入智能柜员机进行体验。通过与
5G智能平台进行实时连线，市民轻松
操作，智能柜员随时答疑解惑，快捷又
方便。

“智慧城市”全面升级

在5G技术“加持”下，新型“智慧
城市”也将全面升级。“空间分布更广，

传播速度更快，数据传输量更大。”浪
潮集团工作人员表示。传统信号存在
延时，用5G实时传输，通过城市运行
综合管理中心、城市感知平台，把数字
城市与物理城市连接，把分散的信息
化系统、物联网系统整合起来，形成一
个有机整体，建一个城市级的信息中
心，让“城市大脑”更快捷。

比如通过sim卡定位的儿童手
表，一旦进入商场内部，传统基站信号
就无法抵达。紫光华智的“5G室内小
站”，可以进入传统基站无法抵达的终
端，解决室内流量和覆盖的问题，并精
确定位到具体楼层。

5G所具有的低时延、高可靠、高
峰值吞吐率、高连接数的特点，可全面
赋能各类智能产品、与智慧场景应用
相结合。5G技术的投用，必将改变你
的生活。

（江北区融媒体中心 赵倩）

智慧5G 实现你想象中的场景

遇到危险情况，不方便报警怎么
办？8月26日，讯之美物联网服务有
限公司在智博会上发布了“云盾小安”
系列产品，用户只需戴上一只手环或
胸卡，遇到危急情况时一拉、一按，即
可毫秒级通知到110、119、120等应急

处置部门，为用户提供贴身安保服务。
在S3馆内展示的“云盾小安”系

列产品，通过“甲壳云城市智能大脑”
与公安接警平台联通，轻松解决市民在
不确定环境下的报警求助诉求。用户
报警后，系统会自动整合报警人、紧急

联系人、地理坐标、现场音视频信息等
多维时空数据，自动上传到接处警平
台，从而实现线上线下可视联动处置。

“‘甲壳云’有一张空地融合专网，手
机信号覆盖范围内的电信运营商用户，
就能享受其安全服务。小区、园区、社会

组织只需在网上申请一个服务账号，就
能将现有的监控摄像头、报警设备等接
入该平台进行集中管理和资源信息共
享。”讯之美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当天现场发布的智能安全助手
除了“云盾小安”系列产品，还包括拉
栓报警的Alarm系列，按键报警的
Watch 系列和“云盾小安”Smart
ID系列。

（南岸区融媒体中心 陈思易）

一拉一按 “贴身110”秒级报警

8月26日，一款无人配送机器人
亮相智博会，它不仅会“看”红绿灯，还
可避开障碍物自动行驶到目的地，通
知用户收货……

在中央大厅重庆公路物流运输
基地展厅里，京东智能配送机器人吸
引众多来宾互动。“这款无人配送机
器人可以针对城市环境下办公楼、小

区等订单集中场所进行批量送货。”
京东相关负责人介绍，无人配送机器
人体积较小，可根据目的地进行自主
路径规划，寻找最短路径并规避拥堵
路段。

在行驶过程中，无人配送机器人
可以识别红绿灯做出相应行驶决策，
并对行人、宠物、车辆等障碍物进行避

障，行驶到目的地后，它会通过京东
App、手机短信等方式通知用户收
货，用户只需输入提货码就可以打开
货仓，取走自己的包裹。

“现在这款无人配送机器人已
在重庆大学落地应用，并在全国20
多个城市实现了常态化配送。”京东
相关负责人说，机器人还能自主进

入电梯并与电梯交互自动选择楼
层，并且支持语音交互与人脸识别
功能。

除此之外，本次智博会京东还
展出了智能搬运机器人AGV、京东
配送机器人、京东无人机、仓库巡检
无人机、仓库巡逻机器人等多款智
能化项目，通过技术赋能、数据赋
能、场景赋能推动成本优化和智能
水平提升，让智慧物流为品质生活
赋能。

（巴南区融媒体中心 伍凤秋）

京东无人配送机器人会“看”红绿灯“坐”电梯

智能化改变我们的生活

智博会·随笔

本报讯 （记者 杨艺）本届智博
会上，渝北展区携34家高新技术企业
参展，众多“黑科技”悉数亮相，涵盖
IC设计、大数据挖掘分析、人工智能、
智能终端、机器人、3D打印、物联网及
新材料等多个领域。

在芯屏幻动智慧科技展示区，一
个半球形的展台前排满了等待体验的
观众——只需走进站台并躺在指定位
置，就可以观看3D星空美景、仙桃数
据谷实景等。通过球幕、穹顶等特效
影院，再辅以声、光、电等沉浸式体验，

参观者便可在现场享受3D梦幻影像
世界。

展区内的国家信息中心则通过
集聚、分析大数据，支持经济、社会
发展决策。以“一带一路”数据可视
化展现系统为例，借助该系统可看
到“一带一路”各条线路以及其进出
口贸易品类，从而分析经济发展趋
势。目前，该平台已汇聚超过 200
亿条数据，涵盖政府网站、工商年报
信息、土地交易、金融财税等 20余
类信息。

裸眼3D看星空
渝北展区好多“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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