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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自行车竞速

在5G体验馆中，有两台自行车
式的设备，每台设备面前都有1个三
折大屏幕。

这一设备名为“5G 自行车竞
速”，体验者可以坐在设备上，通过
三折屏，身临其境地体验骑车的感
觉。同时，整个场景还原了南岸区
南滨路，可以看到长江对岸的渝中
半岛、东水门大桥、朝天门广场
等。

重庆日报记者体验发现，设备
基本还原了自行车的操作方式，能
够操控方向、速度，加上三折大屏
幕，能够很好地还原日常骑自行车
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设备可以
实现多人同时“联机”体验，也就是
说，可以还原多人在同一场景下的
互动角逐。

场馆工作人员介绍，借助5G高
速率特性，体验者在设备上的所有
举动，能够第一时间传输到屏幕中，
让人身临其境。同时，多人同场景
体验，不仅可以用于游戏，还可以用
于远程多人联合办公。

虚拟驾驶让操控更安全

谈到5G与驾驶，很多人会联想
到自动驾驶。而在礼嘉智慧公园的
5G体验馆，还有1套利用5G技术打
造的虚拟驾驶设备。

设备有两个部分：一是类似于
卡丁车般的操控装置，体验者需要
坐在其中，戴上VR眼镜，可以进行
踩油门、刹车，操控方向等举动；二
是沙盘，沙盘里有一个小型的车道，
里面还有一辆定制的小汽车。

记者在现场看到，体验者在操
控装置时，沙盘上的汽车会按照
其操作线路行驶，无论加减速还

是转弯，都非常灵活。这一操作，
也是依靠 5G 的实时传输特点进
而实现驾驶的远程、虚拟操作。

工作人员表示，该技术已经在
一些有风险的行业投入使用，比如
采矿等。

机械臂挡冰球

5G体验馆设置了一个机械臂
挡冰球的设备，让不少参观者跃跃
欲试。

设备整体很简单。冰球门前
方，有一块可以移动的机械臂，其上
方有视觉捕捉装置，可以抓取体验
者的行为动作。体验者只要把冰球
往球门击打过去，机械臂便可迅速
作出反应，挡住冰球。

记者现场体验了这个设备，无
论记者击球速度多快、方向多“刁
钻”，机械臂都能快速作出反应，准
确地挡住冰球。

“整套设备可应用在自动驾驶、
远程医疗、人机交互等场景。”现场
工作人员介绍道。

远程模拟汽车维修

汽车维修，对很多市民而言都
是麻烦的事，因为其专业性，大部分
人需要将车开到维修点进行维修。
利用5G技术，汽车维修在未来将变
得更容易。

在5G体验馆，有1个打开了引
擎盖的“半截汽车”，内部构造与一
般汽车无异，通过VR眼镜，可以直
接看到汽车内部问题，再根据5G传
输，实现与维修点的实时通讯，从而
实现远程维修。

记者体验时发现，在戴上VR
眼镜后，汽车内部的蓄电池位置会
出现 1 个红点，即问题区域。随
后，汽车周围会出现很多可以解决
这个问题的工具。记者根据工作

人员的提醒，使用相应工具，按照
操作步骤和流程，便能顺利解决问
题。

据介绍，5G的高速度和低时延
性，让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变得越来
越容易解决。

VR让运动更容易

5G体验馆有一个几平方米的
区域，是根据5G+VR打造的VR足
球对抗赛场。两位工作人员身穿感
应器，佩戴VR眼镜，1人担任守门
员，1人担任射手。他们的一举一
动，会实时模拟在大屏幕中，呈现
出在足球比赛中的效果。

与之类似的，还有模拟打网球、
乒乓球。通过5G+VR技术，体验
者只要戴上VR眼镜，便能感受打
网球、乒乓球的感觉，甚至可以进行
比赛。

5G实现“智慧生活”

5G体验馆中，放置有1张床，是
5G医疗的产物。

工作人员说，只要在这张床上
睡一觉，无需任何医疗设备，便能检
测出睡眠者的心跳、呼吸、睡眠深浅
等身体状态，为睡眠者的健康作出
相应分析。

不仅是睡眠，很多智慧生活方
式，都能在5G体验馆中得到实现。

比如，在智慧教育场景，两台触
屏绘画台可以同步绘画内容，达到
动作完全协同。可以想象未来这样
的智慧生活场景：小朋友可以在家
中绘画、做作业，老师可以进行实时
远程指导。

在智慧旅游场景，记者在裸眼
3D观景区看到了3D洪崖洞场景，解
说员解释这是一种沉浸式观景体
验，不需要3D眼镜，就可以看到3D
画面。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作为2019智博
会大力打造的实景体验场景之一，重庆两江新
区礼嘉智慧公园设置了20余个体验场景和数
十个体验项目，旨在全面探索智慧生活，用科
技重塑城市未来。

智慧是内核，生态是依托。礼嘉智慧公园
虽然以打造“智慧”为目的，但在整个建设上，
却多处体现了生态理念。

据悉，礼嘉智慧公园沿江依山而建，以白
云山、白云寨、白云湖、金海湾四个生态公园为
本底，保留了300多年历史的白云寨遗址，在区
域原有自然生态特色的基础上，突出江、山、湖
的空间联系。

“礼嘉智慧公园以生态、绿色、智能为本
底，以前沿、时尚、高端为主基调。”重庆两江数
字经济产业园管委会主任、两江产业集团董事
长李毅介绍。

李毅表示，礼嘉智慧公园把“智慧”和“生
态”有机结合，运用了5G通信系统、智慧安防
系统、智能环卫系统、智能水系统、智慧能源系
统、智慧喷灌等多项前沿科技，致力打造出一
个科技智慧与绿色生态结合的现代公园。

根据总体规划，礼嘉智慧公园还会打造陵
江次元、云尚花林、极客社区、湖畔智芯、创新
中心五大区域，彰显美丽江湾景致和山水之城
魅力。

礼嘉智慧公园已开园的部分，由云尚花
林、陵江次元组成，充分利用江、山、湖、谷、溪
等生态资源，通过护山、理水、营林、丰草、润
土，构筑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依托2000亩景
观绿地为生态本底，将体验场景融入生态景
观，打造宜人的智能化体验示范区，彰显山水
之城、美丽之地的独特魅力。

其中，云尚花林用地面积83万平方米，融合
生态景观与科技应用，设置5G馆、艺趣馆、云尚
体验中心、云顶集市等体验场景，打造一片休闲
游憩景观区。云尚体验中心与云顶集市之间，
由一条蓝花楹步道和一片总面积约30亩的马鞭
草花海连接，浪漫的紫色花海中安装了智慧灌
溉体系，可实时自动喷灌。

紧邻云尚体验中心的云尚步道，长约400
米，蜿蜒穿梭在树林之中，参观者漫步其间，宛
如在空中步行。园区还设有智慧凉道，当外界
温度达到设定值且红外线感应到行人走近，智
慧凉道将自动开始喷雾降温，形成清爽宜人、
健康环保的生态长廊。

陵江次元用地面积98万平方米，以保护山
脉、凸显江景为核心，打造一片依山傍水的人
文生态景观体验区。园区现已建成自动喷雾
降温的智慧凉道和自动进行运动排名的智慧
步道，参观者漫步其间，在休闲健身的同时，亦
可感受山清水秀的惬意之情。下一步，园区计
划陆续打造礼嘉崖街、陵江书局、礼嘉渡口、时
光缆车等丰富体验场景。

湖畔智芯、极客社区和创新中心等3个区
域将作为后续工程，计划5年内陆续建成投用。

湖畔智芯用地面积60万平方米，以综合展
览展示、企业办公、会议交流为核心功能。

创新中心用地面积23万平方米，通过联合
办公空间、共享实验室和创新服务中心，承载
研发办公、创新孵化、共享实验等功能，构建创
新创业平台。

极客社区用地面积36万平方米，以服务式
共享公寓为主体，配套公共服务商业设施，为
极客青年和创客提供便捷、开放、共享生活的
交往平台。

依托生态本底
打造智慧公园

重庆两江新
区礼嘉智慧公园
（下称“礼嘉智慧
公园”）是2019智

博会大力打造的实景体验场景
之一。经过近 1 年的规划建
设，该公园于今年8月21日正
式开园。

在礼嘉智慧公园，由公园
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打造的
5G 体验馆总建筑面积约 800
平方米，分为A馆、B馆，设置了
10余个与社会生活有关的5G
应用，描绘了5G将为日常生活
带来的美好转变。

想体验 5G 生活 去礼嘉智慧公园
本报记者 杨骏

核心
提示

礼嘉智慧公园体验（上）

切实贯彻应急部工作要求 逐一落实监管责任严防事故发生
当前，我市切实贯彻应急管

理部近日召开的全国非煤矿山
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基础工作会
议和危化品安全生产专题视频
会议精神。要求各级各部门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应
急管理体制改革以来非煤矿山
和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基础工作
成效，剖析问题和面临的风险挑
战，进一步明晰责任，细化举措，
狠抓落实，迅速遏制危化品安全

生产事故反弹势头，防范重特大
事故。

会议强调，非煤矿山工贸行
业安全生产基础工作要按照应急
管理部工作要求，有效管控页岩
气、尾矿库、钢铁企业煤气、地下

矿山等重大安全风险，牢牢把握
非煤矿山和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现
状和重特大事故规律，坚持目标
导向、源头防范、系统治理、依法
行政，采取强化准入与淘汰落后
相结合，安全专项治理与安全预

防控制体系建设相结合，不断推
进非煤矿山和工贸行业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危化品安全生产工作要督促
各区县、各企业深刻吸取近期有
关事故教训，针对暴露的问题和

化工危化品安全生产出现的新情
况，全面深入排查风险隐患，突出
对可能涉及化工项目企业的摸
排，逐一落实监管责任，严防事故
发生。

苏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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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应急 应您所急

全力做好四季度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
——访石柱县应急局局长 谭春林

如何做好四季度安全生产和
自然灾害防治工作，确保年度目
标任务完成？

石柱县应急局局长谭春林表
示，四季度，全县交通运输、危险
化学品等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
正处于生产经营旺季，同时，受天
气温度下降的影响，不安全因素
增加，要从突出问题整治、企业隐
患排查等方面，做好安全生产与
自然灾害防治工作。

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大排查
大整治大执法，各级各部门全面

梳理防风险的重点方面、区域、部
位、环节。对照风险清单，逐一落
实管控措施、管控责任。另一方
面，要严格督促企业安全生产“日
周月”隐患排查制度落实和自然
灾害防治村居、乡镇、部门“日周
月”隐患排查监测制度落实。针
对引发事故灾害的主要因素及其
管控措施形成排查清单，对重大
隐患挂牌督办。同时，对重点行
业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切实加大
安全监管力度，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和措施，排查整治事故隐

患，严防事故灾害发生。
其次，加强明察暗访，开展三

类督导。一是由县领导带队督导
联系乡镇（街道）和分管行业（领
域）、部门单位安全生产与自然灾
害防治工作；二是由县安委会成立
督导组，对全县乡镇（街道）、行业
主管部门开展安全生产与自然灾
害防治工作；三是抽调县安委办、
县减灾办有关人员组成暗访暗查
组，对部分县级行业主管部门、乡
镇（街道）开展暗访暗查。并将督
导结果纳入本年度相关考核。

抓好各项安全应急工作实现全年目标
——访丰都县应急局局长 姚文生

如何抓好四季度各项安全应
急工作，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完成？

丰都县应急局局长姚文生表
示，四季度，将紧紧围绕“控大事
故、防大灾害”这一核心目标，全
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推进

“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三大行
动，着力抓好重点时间节点的安
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防治工作。

同时，紧密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围绕54321
的工作思路，进一步压实责任，更
加细致地做好安全生产与自然灾

害防治，积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攻坚战等各项工作。并以大排查
大整治大执法为工作抓手，强力
打非治危，严格监管执法。近期，
县安委办将组建专项工作督查
组，针对四季度工作重点、难点等
重要时段节点，对各级各相关部
门的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防治工
作开展专项督查。

各级各部门将全力抓好“五
大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辖区政府属地监管、行业主
管、行业专管、企业主体；并将充

分用好用实安排部署、督查考核、
通报约谈、责任追究4个手段；各
部门会持续推进大排查、大整治、
大执法行动，确保圆满完成2项目
标任务。据介绍，截至 10月 22
日，丰都县事故起数同比下降
25%，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
事故和自然灾害事故。

⬆礼嘉智慧公园5G馆。

⬆在礼嘉智慧公园，体验者正在感受“5G自行车竞速”项目，通过动感单车竞速的方式，边骑车边欣赏南滨路风光。

⬆在礼嘉智慧公园，市民佩戴装备，体验由5G+VR打造的VR
足球对抗赛场。

⬆在礼嘉智慧公园，体验者通过5G网络感受VR网球应用。 （本版照片均由记者张锦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