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上智博会开幕
大咖论道内含商机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磊 严薇 韦玥

2020年9月16日 星期三

农历庚子年 七月二十九

小雨转中雨 19℃～22℃

今日4版

总编辑 代伟

总值班 王作全 第8188期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价值决定影响力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50-0004 新闻热线：966966 商报新闻 QQ：800002320 互动网站：重庆商报 http://www.chinacqsb.com

1000万重庆人都在看上游新闻APP
上游新闻报料热线电话：966966

爱重庆 看上游

市长公开电话：12345 消费申诉举报热线：12315 电力投诉：95598 自来水投诉：966886 电信局投诉：10000 交通肇事：122 环保投诉热线：12369 广告热线：68892211 发行热线：966977 举报新闻敲诈、虚假报道电话：63907049、63910681 本报地址：渝北区空港新城同茂大道416号 邮编401120 定价：1元

彩票看台：福彩3D第2020210期开奖：4 9 6；双色球第2020090期开奖：02 21 23 26 31 32+06；体彩七星彩第20090期开奖：2 5 1 7 8 6 1；排列三第20209期开奖：2 0 7；排列五第20209期开奖：2 0 7 3 2 编辑 何恒 美指 李璐 图编 王小村 校对 王志洪 陈华

昨日，2020 线上中
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重庆开幕。腾讯首席运营官
任宇昕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

演讲。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马化腾通过线上方式在开幕式现场致
辞，并在致辞中表示：重庆正在将“智造重镇”
和“智慧名城”打造成自己的新城市“名片”，

腾讯提供全程技术支持的“重庆智慧名城展览
馆”在今年智博会期间揭幕，相信会让更多人领

略到智能科技的魅力。

数实融合发展成智慧经济新引擎

腾讯首席运营官任宇昕在主旨演讲中提到，随着
数字世界与实体世界的融合，生产生活都在被数字化
重塑。未来，纯粹的“线下生活”和“传统产业”将不存
在。数实融合也将在广度、精度、深度上持续发展。

马化腾在致辞中表示：重庆正在将“智造重镇”和
“智慧名城”打造成自己的新城市“名片”，腾讯提供全

程技术支持的“重庆智慧名城展览馆”也将在今年智
博会期间揭幕，相信会让更多人领略到智能科技的魅
力。接下来，腾讯西南总部将进一步扎根重庆，深度
融入重庆的创新驱动战略。我们也将加大“新基建”
投入，服务于产业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建设，助力在西
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腾讯用技术讲好“重庆故事”

在智慧名城展馆，腾讯 T-DAY 用智能科技和
互动创意，打造了一座专属重庆的未来智慧城
市，把山水重庆元素和智慧生活场景融合一体，
激发公众对智能科技的兴趣，增进对智慧城市的
了解。

“智慧重镇”、“智慧名城”是此次智博会的重点
工程，突出重庆智能化建设和发展成果。除此之外，
腾讯云作为2020线上智博会开幕式线上直播技术支
持牵头企业，为2020重庆线上智博会开幕式、各大重
要论坛、赛事、成果发布提供视频云直播、云点播、云
回放等技术服务，微直播会视频网络链路安全提供
3×24小时安全保障。

为重庆多领域发展注能量

早在2017年，腾讯就正式与重庆
市政府在渝签署战略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智慧城市、智慧政务、智慧医疗等领域展
开深化合作。2020年上半年，腾讯在渝新招
聘员工近2000人，预计2020年年底将达4300
人左右。同样在2020上半年正式开工的还有腾
讯西部云计算数据中心二期。作为重庆市2020
年首轮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数据中心二期
建成后将达到20万台服务器容量。

腾讯已与重庆市住建委围绕智能
建造平台、产业生态、建筑大数据应用
及建筑业金融等方面全面合作。腾讯
公司副总裁兼西南区总经理蔡光忠在
采访中表示：“未来腾讯将进一步扎根
重庆，做大做实做强西南总部，深度融
入重庆的创新驱动战略，在产业互联
网和数字经济建设这两条高速道快速
发展、并驾齐驱，为重庆和西南地区的
未来拓宽边界、聚集能量”。

腾讯助力重庆打造“智慧名城”城市名片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磊

重 庆 在 数 字 技
术应用创新上，已是
一 座 领 跑 的 城 市 。

过去重庆是缘水而建，因水而繁荣，我
相信未来的重庆，一定是因为数字化而繁荣。

数字化会真正撬动中国的内需。我们 14
亿人口的内需远远没有被发掘，数字技术的发
展会让中国内需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马云

重庆正在将“智造重镇”
和“智慧名城”打造成自己的
新城市“名片”，腾讯西南总

部将进一步扎根重庆，深度融入重庆的创新驱
动战略。我们也将加大新基建投入，服务于产
业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建设，助力在西部形成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重 庆 市 敢
为人先的胆识和
魄 力 ，给 百 度 这 样 的

高 科 技 企 业 带 来 了 巨 大 的 发 展 机 会 。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重庆不只因为洪崖洞
成为网红打卡地；还会因为智能化成为广
大开发者、创业者的聚集地。

——百度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

重庆会因智能化
成为大众聚集地

昨日，2020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庆礼
嘉智慧公园拉开帷幕。线上峰会上，全球知名科技企业
领军人物深入探讨全球大数据智能化领域新动态、新趋
势，集中发布智能产品和创新成果。在很多嘉宾的演讲
中，均谈及了智博会带来的重庆机遇。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李立功：
智博会为产业界搭建交流平台

近年来，重庆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产业结构持续优
化，在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

智博会为产业界搭建了交流合作的良好平台，中国
电科将继续把重庆作为战略布局的重点，支持在渝企业
做强做优做大，在集成电路、物联网、智慧城市等方面开
展新的更深层次的合作，助力重庆高质量发展，为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华为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裁鲁勇：
助力重庆汽车产业链提档升级

重庆市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的典型调查
结果令人欣喜，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芯、

屏、器、核、网”全产业链也不断壮大。
汽车制造是重庆的支柱产业，它的业态
复杂、产业链条长。华为将利用自身

ICT 技术积累，围绕智能驾驶、
智能网联等新机会，助力重庆汽

车产业链提档升级。我们
正在与本地汽车产业链企

业一同探索协同、开
放、共享、柔性、智慧

的供应链体系
和 产 业

转型，例如5G+智慧物流、汽摩零配件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节点等。

惠普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庄正松：
惠普首台国产化PC在重庆诞生

惠普与重庆有着深厚的渊源和友谊。惠普是第一
家在重庆投资并设立生产基地的IT公司。十几年来，在
重庆市政府大力支持下，惠普生产基地快速崛起，生产
线从最初的台式机，扩大到笔记本、一体机等全线产
品。至今，惠普的重庆生产基地出厂的IT设备已经超过
2.1亿台，成为惠普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前不
久，惠普首台国产化PC在重庆诞生，这是惠普首次推出
的采用国产芯片、BIOS及操作系统的商用电脑。

英特尔公司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杨旭：
创新中心专注于整个生态扩展

英特尔全球最大的FPGA创新中心因智博会在重庆
落地，创新型人才和FPGA的开发商们汇集于此。创新
中心面向中国、面向全世界，专注于整个生态的扩展，在
云端进行知识创新，预计到 2022 年，将汇聚 10000 个
FPGA开发商工程师。

高通中国区董事长孟樸：
推动重庆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

高通一直积极支持重庆大数据智能化计划落实，助
力重庆人工智能、物联网、汽车电子、智能网联汽车等重
点产业发展。2020年 2月，由联合创新中心协办的“高
通AI创新应用大赛”启动，大赛吸引了来自全球270多
个优秀开发团队参与，紧扣工业、农业、交通、智能家居、
疫情防控等多个领域。作为2020线上智博会的重要赛
事活动之一，“高通AI创新应用大赛”获奖项目也将于9
月17日揭晓，届时会与业界分享更多内容。未来，高通
将继续发掘更多合作机会，为重庆打造智能产业集群、

推动新兴产业与实体经济深入融合做出贡献。

博世集团执行副总裁贺艾德：
博世工业4.0重庆创新中心生根

作为工业 4.0 领域领先的践行者及卓越的供应
商，博世一方面在国内的众多工厂进一步实践智能互
联制造解决方案，同时积极与中国制造企业分享知识
和经验，支持国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在去年的智博
会上，我们在重庆举行了博世工业 4.0 重庆创新中心
的开幕仪式。该中心集工业 4.0 展示、技术支持、培训
和整体方案提供四大功能于一体，支持重庆生产制造
业的转型升级。在过去一年的运营过程中，该创新中
心已经为约 100家企业和机构、约 2000人提供了智能
制造专题培训，并为重庆约 100 家企业提供了相关的
咨询服务。

福特公司副总裁、福特中国公司总裁陈安宁：
愿成为重庆智能网联生态构建者

2021 年，长安福特将量产首台搭载车路协同
功能的福特车型，届时重庆车主将率先体验到车
路云协同的功能，以及所带来的更安全、更智能
的驾乘体验。搭载车路云协同功能的车
辆，不但是负载加速智能网联战略的一
步，我们更愿意成为重庆智能网联生态
的构建者之一，积极推动云平台
和智能网联生态体系建设，发挥
福特在智能网联、车能联网方面
优势，从热点应用场景做起，
共建智能智慧城市、走
廊智慧社区，由点到
线、由片到面，为
重庆打造智慧城
市赋能。

腾讯西南总部
将进一步扎根重庆

未来的重庆一定会
因数字化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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