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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博会智博会 记者这么记者这么说说

重庆再添新名片
未来已来远方不远

这两天是全世界智者的舞台，国内外政、产、学、研的嘉宾汇聚山城，
他们交流碰撞，共话未来，擦出思想的火化；人脸识别、自动驾驶、智能家
居、智慧医疗……智博会上的“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炫酷的展台前，观
展的人热情高涨，摩肩擦踵，大人、小孩睁大好奇的双眼……在这次智博
会的采访中，我感受到了每个人对科技创新的期待，对智慧未来的向往。

智博会很热，像重庆火锅一样热烈。我所在的新闻会客厅迎来了
国内外多位大咖，他们要么是政要、要么是院士、要么是行业顶尖的企
业家。新闻会客厅里的媒体记者在此聆听专家学者眼中的“智”未来，
他们点赞重庆，畅所欲言，为重庆智能化发展建言支招。一场场与智慧
专家的采访，让我切身体会到未来已来。

智博会很热，每天前来观展的人络绎不绝。清晨，展馆还未到开启
时间，展馆外就迎来了排着长龙的市民，他们只为亲眼目睹、体验一把
各种炫酷的智能科技。看到小朋友们放光的眼神，老人们不可思议的
惊叹……未来已来，远方不远，我们每个人都在期待，都想见证。

重庆被确定为智博会的永久举办地。我相信，明年会有更多智能
化的前沿研究成果呈现，会有更多智能的产品亮相，也期待有更多智慧
产品走进我们寻常百姓家。

“山水之城，美丽之地”，从此，重庆又有了“智慧”的标签。明年智
博会，我们再来！

首届智博会已经完美收官。数个月来，重庆晚报精心策划、组织，先后派出数十名记者编辑，投入

到新闻大战中。在一线记者们的眼中，本届智博会有什么不同？有哪些难忘的体验和感悟？最有印

象的是哪些人和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衷心地喝彩点赞
让梦想之光照进现实
这几天，重庆市民见面最流行的问候语：“去智博会了吗？”足见

智博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它吸引的不仅仅是业内的关注，而是绽
放了万众瞩目的光彩，这道光，就是梦想之光照进现实的亮度。

在3天的采访当中，每天我都亲身感受、亲眼见证着各场馆爆
棚的人气。统计显示，智博会期间，两万多人参加论坛峰会、50多
万人次观展体验。采访间隙，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观察这些参展的市
民，不同年龄段观众都看到了什么——12岁男孩磊磊对各种新奇
的游戏产品倍感兴趣，当他发现游戏竟然可以直接用眼球进行操控
时，他震撼得捂住嘴巴；24岁的谢丽萍在一家公司的人力部工作，
她对智能化办公充满期待，她的手机都快没电了，仍然忍不住不停
地拍照记录；34岁的谢女士作为家庭主妇，智能小区系统最令她关
注；42岁的刘先生作为企业高管，则对5G远程驾驶、智能车库系统
最为感兴趣；67岁的刘秀琼和老伴则最青睐睡眠记录仪……

此次智博会下来，无论是口头议论、朋友圈、微博发布，都在为
这场智博会衷心喝彩、点赞。因为，在他们的体验中，这些智能化
产品不仅仅只是仪器或程序，而是无限度地“为生活添彩”的光亮，
它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科技给生活带来的改变，更让人们对未来充
满信心。

摄影记者智能化
采访结束同步发完稿
接到智博会采访通知，心里犯嘀咕：展馆多又大，座位相应少，

采访走得累，发稿到处找。
开幕当天，安检，走进中央大厅。
嚯！不敢相信，整个大厅几长排桌子，浅米色桌布上50台液

晶显示器一字儿排开。重报集团的小易带我到边上：“电脑都是百
兆宽带上网，这10台是专门处理传输视频图文的电脑，快得很，放
心拍高像素图像，保证精品！”

正在试机，一大群记者簇拥着一位干练中年人走到前面的新
闻会客厅，开始了访谈。结束，嘉宾离座，手机上已收到几大媒体
网站的消息了。

通过APP导航，找各家展台位置误差不到3米。
展馆内各种智能装备“黑科技”，一会儿就填满了16G的储存

卡。回到新闻中心，下载，选片，传编辑部……一阵面包咖啡香，引
我至休息厅，坐在白沙发上，开始小憩。

思绪飞扬，把我带回到20多年前的展会采访：胶片机，各种镜
头，闪光灯。采访完毕，赶紧到解放碑，冲洗，扩印，回报社……

一身冷汗，惊醒。现在好爽呀，智能高清的采访设备，即拍即传，
有精准的导航设备，不会瞎转乱找。即使有遗漏，重新补采也轻松。

智能时代，摄影记者也智能化了。

智能时代幸运人生
新闻新兵参加盛会报道

智博会已落下帷幕。作为在新闻岗位
工作3年的新兵，我有幸参加这次盛会的
报道，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成为了智博会的
一员。

从3天的新闻报道和展会走访里，我
想用3个词来概括这届智博会：热闹、智
慧、成功。

采访当中首先给人的感觉是，走到
哪儿都很热闹，走到哪儿人都很多，进
馆排队上百米，观展更是摩肩接踵。作
为本届智博会的重头戏，大数据智能化
高峰会邀请到 11位全球智能科技领域
的国际知名院士、科学家、行业专家和
企业家发表精彩主旨演讲，马云、马化
腾、李彦宏等互联网大佬，都纷纷前来
展望未来。

对于多数市民来说，他们是来享受这
次智博会的，看看最先进的机器人，瞧瞧无
人驾驶汽车，再体验一下VR游戏。对于
业内人士来说，这可是一次难得的交流智
慧的好时机。“黑科技”一再刷新人们的认
知世界，石墨烯人工喉、意念可控假肢、L4
级自动驾驶新能源汽车……

从展会交出的成绩单上看，3天超过
50万人次观展，参展企业537家，洽谈签
约重大项目501个。可以看出，首届智博
会是非常成功的。

能在重庆举办如此盛大的展会是重庆
人的幸运。而智能时代的到来，更是我们
这代人的幸运。

古稀夫妇开眼界
笑眯眯连走５个小时

原以为智博会是年轻人的盛会，可开幕第一天下来，我的这种想
法完全被颠覆了。因为在展馆里走动的，除青壮年和小朋友外，老年
朋友占了相当比例。

他们满面春风、充满好奇的目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遂决定把镜
头对准这批特殊观众。

24日，记者在观众入口处看到，等候进馆的市民排起200多米
的长龙，而老年朋友占了大部分。

“哎，挎恁大个相机，你是记者嗦？麻烦给我和老太婆照张相
噻。”一位老大爷对我打招呼，可还没等我把相机举起来，老大爷连忙
叮嘱老伴快笑，记者给我们照相了……

这对七旬夫妇名叫成良谷和刘智容，家住北碚静观。夫妻俩早
上6点就出门，转乘两趟公交车后于7时15分到达展会现场，排队等
候开馆进场“开眼界”。

眼前的这对老夫妻不就是智博会老年观众的典型代表吗？记者
遂陪同其参观。

8时30分，走进展区，夫妻俩首先被宏大的展馆所震撼，“好大
哟！”当面对智能家居、智能医疗、智能教育及智能服务等智能产品
时，他们脸上流露出无比的惊奇和欢乐！夫妻俩已在馆内连续转了
5个小时，还笑眯眯地说点都不累。

我想，这就是科技的力量，这就是科技的魅力——一大批令人不
可思议的科技智能产品激发出老夫妻的精神潜能，兴许再有几个馆
走下来他们也不会觉得疲惫。

明年见，智博会！让老年朋友为之向往、焕发青春的智博会！

想睡觉就说一声
享受科技化仪式感

琳琅满目的各项智能技术，来自海内外各式科技产品，智能科技
的强势发展——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亲眼见证智能化技术对各行
各业的改革，浸透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祖国，对家乡重庆，心里
满满都是自豪感。

科技改变生活，在智能家居展区，只需要一声“想睡觉了”，智能
系统就可以自动关灯，关上窗帘，播放轻柔的音乐，让我们在科技化
的仪式感中入睡。在经济发展上，智能经济逐渐进入各行各业，建造
智能化大数据，让精准的分析，更好地服务各行各业，把数据运用到
各项领域之中。

除了各种充满科技感和未来感的高科技外，无人餐厅、无人充电
器、无人按摩椅也被安置在场馆的各个区域，处处都透露着“智”的文
化和意味。

多年以前，无论是AI还是VR，与我们而言，这些都还是陌生的
字母组合。而这些，都在智博会的现场变成现实：机器人可以握手，
可以为我们做冰淇淋，可以给我们当管家，可以为我们播报各种新
闻。VR与实景运用结合起来，运用到教育、旅游、交通等各个领域，
让参观市民兴奋不已。

科技改变生活。在未来的智能时代，我们走向智能化，不仅仅是
依托机器、依托科技为我们谋取福利和便利，更重要的是我们心中的

“智”变成现实，运用自己的所学、所思，搭上智能时代的高速通道，实
现心中所想。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智”同道合，走向我们想要的、
理想的、能实现一切不可能的未来世界。

智慧树开智慧花
对未来生活充满期待
作为从业五年多的记者来说，能参与智博会报

道，我非常荣幸。
早在21日，我就奔赴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对

智博会各展区进行了一番打探。
21日一大早，我来到悦来国际会议中心采访了

解到，不同以往需要纸质门票的繁琐，智博会期间，
来参观的观众扫描二维码门票就可以入场，既省时
又方便。看到广场外设置在四个方向的二维码，我
突然领悟到“智能”二字的真正含义——让生活更简
单便捷。同样，作为会场主入口的中央大厅，不仅有
可供记者发稿写稿的新闻中心，还有智慧文博、重庆
馆等展区，让市民一来，就可以立马体验到科技的魅
力。而南区、北区展馆，不仅有来自科技企业和科研
院所带来的互联网应用成果，还有美国、新加坡等国
家带来的新科技。18.6万平方米的展区总面积，让
我的第一天采访，就“跑断了腿”。

在各大展区，我看到，参观市民笑着与智能机器
人对话，戴着VR眼镜沉浸在虚拟画面中，在自动驾
驶汽车展台久久不愿离去……他们的面部表情都传
达着一个讯号：对智能应用的向往。

其实不用向往，未来已来。一键开门、智能家
居、能听懂重庆话的翻译机……一款款接地气的智
能产品应接不暇，它们不再冷冰冰，因为有了智慧，
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智博会种下了智慧树，开出了智慧花。它向我
们集中展示了中国乃至全球智能产业的最新成果，
让我们对未来生活充满更美好的向往，也让我们看
到，未来已来。

全球嘉宾建言献智
拉近重庆与世界距离

在围绕智博会的新闻大战中，不得不提的便是位于新闻中
心的新闻会客厅。它组织10多场行业重要嘉宾与媒体的集体面
对面，成为嘉宾与记者交流、讨论的重要平台，同时为媒体与采
访对象的快速对接提供了周到服务，这是重庆重要展会在新闻
报道形式上的一次创新。

新闻会客厅请来的嘉宾，覆盖政、产、学、研多个领域，颇
具代表性。首先是层次高，有外国政要及官员、国际组织（机
构）相关负责人；其次是专业强，包括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特
别是智能产业领域两院院士、全球创新领军企业、央企负责人
等；三是体现国际化，嘉宾们来自美国、荷兰、瑞士、韩国等多
个国家。

新闻报道，因人而生动。嘉宾们通过新闻会客厅这个平台，
不仅传递了对智能产业的思考，同时表达对重庆这座城市的特
殊感情。“在韩国人的心目中，重庆就代表了深厚情义。”韩国科
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朴熙均第一次到重庆，就用热情的语言拉近
了距离。

追求传播现代化的新闻会客厅，给智博会的新闻报道带来
一股春风。智博会永久落户重庆，相信将持续为重庆创新发展
集聚全球创新资源，同时拉近重庆与世界的距离。

智能化不是摆设
现场观众都是消费者

智能化不是用来做摆设的，更不是用来赶时髦的，其生命力在
于“用”。当我在采访智能画框、智能冰箱、智能穿衣柜时，很多群
众围上来不断询问参展商，这种产品哪里可以买到，需要好多钱，
甚至拿出手机要加参展商微信了解详情。大众对“智能”是充满好
奇和期待的，而老百姓更看重“智能”能不能“用”。

展会期间，很多朋友咨询我展馆情况、交通路线。说实话，日
均10多万的人流量，想不堵、不挤都难。可他们还是愿意来看一
看，细细想来，这是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也是对智能时代的渴
求，更是对智能化成果的共享。一位长期在美国工作的父亲，好不
容易休假回到重庆，也带着儿子挤在人群中，但是他却乐此不彼地
告诉我：扶摇直上的智能化，正领跑经济社会的发展，载着各种智
能成果直奔理想生活的彼岸。他想让孩子和自己都看看，遥远的
未来，就在眼前。

智能时代是人类智慧的释放，也释放着人类的天性。智能，为
我们节约了大把时间，打破了空间的壁垒，超越了现实条件的禁
锢，实现了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生活方式。现实世界纷繁复杂，你
很难完整描述，不断从大数据中学习和解决问题，发展智能化来帮
助人类、模仿人类、辅助人类，让人民生活更便捷、更幸福，这是我
们所期待的。

消除大班额 提升教学质量
沙区教委出台新招生意见 9月1日起实施

扫描二维码，了解更详细

近日，沙坪坝区教委出台《进一步规范义务
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意见（试行）》，该《意见》将于
2018年9月1日起实施。为让家长朋友更好了
解沙坪坝区招生入学相关要求，沙坪坝区教委发
布“二十问”，针对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一一回应。
1．为什么要出台《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招生入
学工作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

答：为了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
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
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消除大班额专项规
划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切实消除大班额现
象，保障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招
生入学秩序，拟定了本《意见》。
2．《意见》从何时开始实施？

答：该《意见》从2018年9月1日起实施。
3. 2018年8月31日（含）以前，我已经在沙
坪坝区购房，我和孩子已经把户籍迁户到这个
房屋地址的，《意见》实施后，孩子入学政策有没
有变化？

答：没有变化，仍按之前《沙区义务教育公
办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意见》入学。2018年8
月31日（含）以前已经在沙坪坝区购房并取得
对应户籍的适龄儿童，仍然按照“三对口”原则
免试划片对口入学。入读学位紧张学校，仍然
还需满足“提前一年购房迁户”和“六年读一
户”等要求。
4．什么叫“三对口”原则？

答：“三对口”原则，即适龄儿童与父（母）的
户口、房屋产权证和实际居住地一致。
5．2019年，沙坪坝区有哪些学位紧张学校？

答：沙坪坝区已公布的2019年本区学位
紧张学校为树人小学、南开小学、第一实验小
学、沙坪坝小学、育英小学和大学城树人小学，
以后将根据学位紧张状况动态调整并公布。
6．什么叫“六年读一户”？

答：“六年读一户”，是指学位紧张小学校六
年内为同一住房对应户籍户主合法养育的子女
（含多个子女）提供学位。
7．2018年8月31日（含）以前，我已经在沙坪
坝区购房，但是还没有迁户，《意见》实施后，孩
子入学政策有没有变化？

答：没有变化。2018年8月31日（含）以前
已经在沙坪坝区购房，2018年9月1日（含）以
后迁入对应户籍的适龄儿童，仍然按照“三对
口”原则免试划片对口入学。入读学位紧张学
校，仍还需满足“提前一年购房迁户”和“六年读
一户”等要求。
8．怎么证明我是2018年8月31日（含）以前
在沙坪坝区购房的呢？

答：2018年8月31日（含）以前已经取得不
动产权属证书的，以权证上的时间为准。

2018年8月31日（含）以前已经购房，但没
有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的，购买的新建商品住
房以网签备案的时间为准，购买的二手住房以
重庆市沙坪坝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不动产
登记受理通知书》的时间为准。
9.如果我在2018年9月1日（含）之后到沙坪
坝区购房并迁入户籍，《意见》实施后，孩子入读
非学位紧张小学，入学政策有没有变化？

答：没有变化。仍然按照“三对口”原则免

试划片对口入学。
10.如果我在2018年9月1日（含）之后到沙坪
坝区购房并迁入户籍，《意见》实施后，孩子入读
学位紧张学校，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答：2018年9月1日（含）之后，在沙坪坝区
购买住房且迁入对应户籍的家庭小学适龄儿童
入读学位紧张学校，符合以下四种情况之一的，
按“三对口”原则和“六年读一户”的条件入学。

①法定监护人或适龄儿童购买新建商品住
房完全产权且家庭人均不低于重庆市申请公租
房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标准，购房、迁户、入住
满一年的适龄儿童。

②联合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法定监护人或
适龄儿童的不动产权份额达到51%（含）以上且
家庭人均不低于重庆市申请公租房的人均住房建
筑面积标准，购房、迁户、入住满一年的适龄儿童。

③法定监护人或适龄儿童购买二手住房
完全产权且家庭人均不低于重庆市申请公租
房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标准，购房、迁户、入住
满三年。

④联合购买二手住房，法定监护人或适龄
儿童的不动产权份额达到51%（含）以上且家庭
人均不低于重庆市申请公租房的人均住房建筑
面积标准，购房、迁户、入住满三年。
11.上述“满一年”“满三年”怎么计算的？

答：“满一年”“满三年”的截止时间为入学
当年8月31日，起始时间以此推算。
12.上述适龄儿童家庭人均不低于重庆市申请
公租房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标准是多少？

答：“适龄儿童家庭”包括爸爸、妈妈和孩子

（含多个子女）。目前重庆市申请公租房的人均
住房建筑面积标准是15平方米，即指住房建筑
面积不低于家庭人口数×15平方米。
13. 上述联合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
中“不动产权份额”是如何计算的？

答：根据不动产权属证书上标注的法定监
护人（父或母）、适龄儿童本人所持有的不动产
权份额合计计算，即爸爸份额+妈妈份额+孩子
本人份额。
14.我和配偶都没有买房，房子是婆婆爷爷或外
公外婆的，沙坪坝区户籍的小孩入学政策有没
有变化？

答：没有变化。沙坪坝区户籍适龄儿童因
父母无自购房，自出生日起户籍一直挂靠祖父
母或外祖父母，与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招
生服务区常住的，视为符合“三对口”入学条件。
15.我的孩子户籍在沙坪坝区，但不满足“三对
口”，入学政策有没有变化？

答：没有变化。适龄儿童仅户籍在沙坪坝
区，但不满足“三对口”原则的，由沙坪坝区教委
统筹安排入学。
16.少数学校符合入学条件的沙坪坝区户籍孩
子很多，但容量有限，学位怎么安排呢？

答：划片学校因容量限制导致不能全部接
收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入学，按适龄儿童户籍
迁入现住址时间先后顺序安排学位，未能接收
部分适龄儿童由区教委统筹安排入学。
17.孩子户口不在沙坪坝区，该怎样入学呢？

答：非沙坪坝区户籍适龄儿童应当在入学
前一年的12月31日前向沙坪坝区教委申请学

位，并于入学当年持沙坪坝区公安部门核发的当
年有效的《居住证》或当年出具的《暂住登记凭证》
按“购房优先、积分排序、额满为止”的原则统筹
安排入学。2019年秋季入学的非沙坪坝区户
籍适龄儿童父母请于2018年12月1日～12月
31日电脑登陆“沙坪坝区小学生报名查询系
统”（http://xxzsbm.cqedu.net）申请学位。
18．孩子户口不在沙坪坝区，小学入学积分计
算方法有没有变化？

答：没有变化，仍然依据《沙坪坝区持〈居住
证〉或〈暂住登记凭证〉的非沙坪坝区户籍适龄
儿童学位安排实施办法》执行。
19.什么是“购房优先、积分排序、额满为止”呢？

答：持《居住证》或《暂住登记凭证》的非沙
坪坝区户籍适龄儿童学位由沙坪坝区教委根据
适龄儿童居住地位置、量化积分、招生学校学位
数统筹安排。安排的顺序是：先按积分高低安
排其法定监护人在沙坪坝区实际经常居住具有
合法产权房屋的非沙区户籍适龄儿童；若还有
空余学位，再根据积分高低安排租赁房屋居住
等情况的非沙区户籍适龄儿童，学位额满为止。
20.从哪些途径可以知晓沙坪坝区的招生信息？

答：一是可以登录“沙坪坝区小学生报名查
询系统”（http://xxzsbm.cqedu.net），查阅
相关信息。二是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沙
坪坝教育”或“沙坪坝区学前小学教育”，了解相
关信息。三是可以向沙坪坝区属公办小学电话
咨询招生入学政策（各小学招生入学政策咨询
电话号码可在以上网站或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是可以向沙区教委电话咨询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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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看完也没看够
人人都在刷屏智博会

这几天，朋友圈刷屏最多的，莫过于智博会，几乎人人都在刷
机器人、高科技。会展期间，超过50万人次观展，无形中也为重庆
打了广告。

前来参观的市民，可以体验人脸识别、展馆智能导航、AI咨询
服务等智能会务服务，更可以亲身感知、参与和体验未来的时代变
化。通过现场观展，“黑科技”就在身边，未来生活更加美好成为大
家的共同感受。

VR人机交互势能反应舱、全域旅游智能机器人、包含各种科
技元素的智慧生活场景……重庆各区县携带一大波“黑科技”集中
亮相，引发市民追捧。

神笔马良的童话故事也许即将成为现实，3D打印笔，可以在任
何表面“书写”，甚至可以直接在空气中作画！配合超低温专属打印
耗材，超低温3D打印笔安全、防烫，想要什么画出来就能搞定。

发光透明电视可双面观看，该产品呈现出科幻感，正反两个方
向均可看到显示内容，可实现虚拟现实叠加显示，拥有不需背光
源、对比度高、厚度薄、视角广、反应速度快等特点，被认为是下一
代的平面显示器新兴应用技术。

……
在展场逛了一整天，没看完也没看够。很多观众都似乎都这

样认为，展会让自己和孩子们都大开了眼界。从智博会探馆开始，
整打整算呆了5天的记者也没能看够。这些丰富多彩的高科技产
品，真是令人惊叹！

未来已来，先进科技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重庆晚报记者 王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