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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

打造新能源汽车标杆

恒大成立 FF 中国总部
由恒大法拉第未来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在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登记注册的恒大法拉第未来智能汽车
（中国）集团，
8 月 14 日在广州恒大中心举行了盛大的揭
牌仪式。夏海钧、彭建军等恒大高科技、恒大健康及法
拉第未来等集团高管，
出席了此次活动。

计划十年后年产 500 万辆
据悉，入主法拉第未来（Faraday Future，简称 FF）之后，恒大通过成立恒大法
拉第未来智能汽车（中国）集团这一中国总
部，全面负责法拉第未来在中国的技术研
发及所有生产经营管理。
恒大高科技集团副总裁、恒大健康副
董事长兼恒大法拉第未来智能汽车（中国）
集团董事长彭建军，现场披露了作为 FF 中
国总部，恒大法拉第未来智能汽车（中国）

集团未来十年的战略规划。
恒大法拉第未来智能汽车（中国）集团
将在中国的华东、华西、华南、华北以及华
中等地区，建设五大研发生产基地，并将通
过这五大研发生产基地，实现十年后年产
能 500 万辆的目标。

首款高端车型明年一季度量产
在恒大法拉第未来智能汽车（中国）集
团的管理团队中，原广汽丰田董事长袁仲
荣出任恒大高科技集团副总裁兼恒大法拉

第未来智能汽车（中国）集团总裁，原广汽
丰田副总经理高景深亦入职恒大法拉第未
来智能汽车（中国）集团 COO。此外，法拉
第未来的核心团队成员，还包括特斯拉、法
拉利、兰博基尼、宝马、捷豹等国际一流车
企的资深人士。
除了精英人才的加盟，法拉第未来在
技术优势上也是可圈可点。除了获得超过
380 项专利，在动力系统、车辆平台、无人驾
驶、人工智能、计算平台、互联网系统等六
大领域的多项技术指标，也已全面领先行
业标准。
其推出的首款高端车型 FF91，在新能
源汽车的跑、停、续航三大核心问题上，表
现十分优秀。乘车者下车后，可自动完成
泊车，
并能通过手机召唤和预约接驳。
目前，FF91 首台白车身已运抵美国汉
福德生产基地，正式开始整车组装工作。
据悉，2019 年第一季度，FF91 将达到量产
的目标。

智博会进入布展期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唐中明 智博
会承委会供图）昨日，智博会承委会发布消
息称，8 月 13 日，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
览会进入为期一周的布展期，不少参展企
业已进场布展，整个布展场面正热火朝天、
有序推进。
在 S1 馆专题展区，作为主宾国的新加
坡展台的布展工作正如火如荼进行着。新
加坡展台面积约 1122 平方米，目前正进行
地台铺陈和结构搭设。
“ 布展完成后，观众
可在现场看到一所滨海花园。”新加坡展台
现场负责人郑明霞介绍，整个布展工作大
概在 17 日左右就可结束，在该展台布展的
企业和单位也将在此间陆续亮相。除了与
智博会主题相关的大数据智能化展出，来
自新加坡的美食也将同步登场。
在 S4 馆，起重机正缓缓吊装一台机床
设备。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台机床系德
国设计、中国制造，价值上千万元，为参加
此次智博会，
专程从苏州运来重庆。
27 岁的汤陶是一名叉车司机，他的任
务是将大货车卸下的物料运往各指定展
馆。据现场物流负责人谢全介绍，智博会
布展首日，就有 8 台这样的叉车忙碌在现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唐中明）昨日，
重庆晚报记者从智博会承委会获悉，作为
智博会主宾国，超过 30 家新加坡信息通讯
技术企业将携创新技术参展。
新加坡馆将展示在人工智能、区块链、
数据分析、物联网、录像分析和云标注等广
泛领域的解决方案。据介绍，通过在智能
城市、金融科技和贸易物流等领域的数字
转型，这些创新性的技术可帮助政府和企
业实现更高的价值。
此次展会还将展现中新（重庆）战略性
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合

◀展区正在布展
▼安装人员紧张施工

场，单台叉车仅半天就卸载运送物料 700~
800 立方米左右。
到 8 月 13 日，整个智博会除 N1 馆外，
其余全部 11 个场馆都已正式进入布展阶
段，仅协调小组就有 15 名工作人员进行保
障。

布展现场，还有多名身着安保服装的
工作人员。据安全员刘前程介绍，作为智
博会布展安全组，他们的任务是在展馆巡
逻，
发现并排除安全隐患。
截至 13 日中午，已有 60 多家参展企业
进场布展。

新加坡超 30 家企业亮相智博会
作成果。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中新国际数据
通道及万国数据重庆数据中心项目；应用
技术服务包括物联网顶层设计合作、智慧
城市试点建设等；中新企业间合作项目包
括猪八戒 ZomWork 国际服务交易平台，
中新企业大数据服务平台，中小科技企业
创新中心等。
其中，新加坡企业 Fooyo 是一家提供

智能解决方案的初创公司，该公司已与重
庆旅投集团联合研发出一套智能旅游
APP，这套 APP 可将游客与景点和关联信
息联系起来，给他们提供互动体验；Handshakes 是一家技术公司，该公司研发和操
作 的 Handshakes APP 是 数 据 分 析 平
台，该平台对于需要进行详细背景调查、预
测、尽职调查和业务监控的企业很有帮助。

以综合性优势高位入市
今年 4 月 1 日起，
《乘用车企业平均燃
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
法》
（即双积分政策）开始实施，大大刺激了
市场对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研发速度。
按照国家鼓励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预
估，到 2020 年时，新能源汽车的比例要超
过 50%。以市场占有率推算，这意味着未
来两年内，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至少会出
现百万辆销量缺口。
而恒大将世界一流的新能源汽车技术
全面引入中国市场，再次诠释了其高位入
市的综合性优势。通过对新能源汽车的深
度介入，恒大希望打造出中国制造的名片、
世界先进的标杆，助力中国从汽车制造大
国走向汽车科技强国。这不仅仅标志着恒
大是高科技产业的入局者，更预示着其有
望成为掌局者。 重庆晚报记者 湛采璇

5G 高端论坛
24 日上午开幕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唐中
明）昨日，重庆晚报记者从智博
会承委会获悉，作为智博会重要
论坛活动之一的 5G 与未来网
络高端论坛将于 8 月 24 日上午
9:00 在悦来国际会议中心欢悦厅开
幕。
本次论坛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联合重庆市通信管理局主办，重
庆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 IMT-2020
（5G）推进组、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
专家委员会等单位承办。论坛将邀
请国内外相关政府部门领导、院士
和行业龙头企业负责人，围绕全球
5G 和未来网络产业趋势、标准、智
慧应用等内容展开深入探讨，共同
推进产业发展。

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重庆两家企业入围20强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唐中明）
昨日，重庆晚报记者从猪八戒网获
悉，智博会五大赛事之一的全球“互
联网+”创新创业大赛正紧张进行
中，此次大赛由猪八戒网和重庆日
报报业集团共同承办，经海选、初赛
路演、线上投票、专家评审后，本次
大赛 20 强已出炉，两家重庆企业成
功入围。
接 下 来 ，20 强 选 手 将 在 北 京
进 行 路 演 ，争 夺 10 个 晋 级 名 额 。
“因为是要筛选进入决赛的项目，
所以可能会更多考虑项目的市场
前景和可行性。”八戒基金总经理
孙伟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