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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晚报讯 （记者 杨莲）昨日上
午，“移动云”发布会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
中心举行。围绕移动云产品、云网融合一
体化解决方案、行业云解决方案等主题，
重庆移动与合作伙伴共同探讨云计算未
来发展方向，致力于推动中国移动云与各
行业深度融合。会上，重庆移动与多家企
业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共同推进“中小企
业上云”，助力重庆数字经济发展和经济
转型升级。

“中国移动作为首家获得云服务牌照
和CDN牌照的运营商，长期以来致力于深
耕云、管、端战略，助力智能产业的发展，并
将大力建设更多的IDC和云基础设施，让
行业云遍布全国百余座城市，属地资源及
服务深入区县。”发布会上，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政企分公司副总经理方力表示。

记者了解到，“移动云”以全网统一规
划的4个一级数据中心为支撑，以31省级
数据中心为补充，构成贯通全国的资源一
体化布局，目前已形成7大集团直管数据中
心，5大集团级云数据中心以及31个省份
共计80座数据中心。“移动云”搭建IaaS、
PaaS、SaaS完整三层架构产品体系，通过
云计算与网络资源的系统互连，为客户提

供云网融合整体服务，实现智能计算、海量
存储、高速互联、精准调度、快速分发，同时
可广泛应用于政务、教育、金融、医疗、互联
网和媒体等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发布会上，重庆移动
与重庆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国家计
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重庆分
中心以及重庆云计算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共同推进重庆市中小
企业上云。

依托强大的云网优势资源，重庆移动
将推动建立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云计算技
术、产业、应用和服务体系及产业生态，以
完善的产品体系、优质的服务体验及优惠
的价格，推动重庆市中小企业从资源上云
逐步向管理上云、业务上云、数据上云升
级，逐步实现云计算深度应用。

“移动云”正式发布

重庆移动与多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遗 失 公 告

寻亲公告:曾绍银，男，于2016年5月2日在永川区神女湖
小学旁的马路边被曾钦国（身份证500383198410220375）
捡拾，因为未查找到其生父母，现在特别登报公示寻亲，望
其亲人及知晓线索者见报后及时相认联系。 经办人：岳
宗银 电话：13883619836 永川区公安局南大街派出所

注销公告：重庆聚腾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330521857XA）经股东决定，本
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
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
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8月24日

遗失重庆牧生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
票 领 购 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226MA5V69TB5T 及通用手
工发票，代码：150001620531 号码
09954676-0995470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欧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915001077500639757开具给麦朵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联，代码150001822060号码00157462作废
遗失重庆欧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识别号915001077500639757开具给索
尔单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联，代码150001822060号码00157461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简尚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104000053042经股东研究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00105MA5U4FJG85的重庆优谦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
续。特此公告重庆优谦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4日

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南岸区分局公告
陈登琼：

你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药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本机关依法发送信函
并公告，请你于公告之日起15日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重庆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南岸区分局花园路街道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金紫街8号附3号)接受《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联系电话：023-62828311。

（公 章）
2018年8月24日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极速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荣顺平（碚劳人仲案字
〔2018〕第529号）与你单位因劳动报酬引起
的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委领取仲裁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仲裁裁决，可于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
仲裁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市北碚区名程装饰设计室：

本委受理的李训伟（碚劳人仲案字
〔2018〕第495号）与你单位因确认劳动关系
引起的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仲裁裁决，可于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起
诉，仲裁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市九龙坡区中西医结合医
院开具给住院病人蒲国民的重庆市
住院医药费用收据，票号:(2016)
N0:007481910，合计金额 1802.36
元，特此声明第一联遗失作废

遗失华博健康重庆市北碚区瑞宏药房营业执照正副本
50010930237481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1319691223081172作废
遗失华博健康药房重庆市北碚区阿旺记药店营业执照正副本
500109600086223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1319691223081101作废

宁从兵将发票代码：150001722060号，发
票号码：00469880号由重庆越彬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机动车统一发票发票
联丢失（金额：98，900.00元），声明作废。
宁从兵不慎将车辆购置税发票遗失，纳税人识
别号：513525197811100216，金额：8,525.86
元，车辆识别代号：LC0CG4CF3J0029113，车
牌号：渝AR096U，特此声明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北碚区林产品经销公司拟向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
自2018年8月15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遗失徐久超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101020558声明作废。何宾渝B9X105营运证500108003505遗失作
废。腾达公司渝CD1202营运证500226011162遗失。慧鸿公司渝D83782营运证500222060803遗失。卡乐
公司渝BV1253营运证500110072446遗失。君睿达公司渝BZ9781营运证500110066704渝AG996挂营运
证500110064973遗失。唐建东从业资格证510226196412085293遗失作废。李定洪渝BH1201营运证遗
失。陈文富渝CQ1692营运证遗失，杨旭渊渝BM9611营运证遗失。曾凡康渝C86538营运证遗失。重庆五尊
物流有限公司渝A60225车辆营运证遗失。重庆华飞物流有限公司潼南分公司渝CK0735渝CE0509渝
CE0577 渝 CE0629 渝 CE0681 渝 CE0791 渝 CE0993 营运证遗失作废。典峰公司渝 D19538 营运证
500222069143遗失作废。久合物流公司渝D54062营运证500110085144遗失。拓金公司渝BR3705营运证
500110030139遗失作废。九辉公司渝D64262营运证500115048914遗失。九恒公司渝D24598营运证
500115054416遗失。重庆耀康物流有限公司渝D00780营运证遗失。重庆满福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G8265
渝 BJ0087 渝 BJ1170 渝 BJ3969 渝 BJ6229 以上车辆营运证遗失注销。锦邦公司渝 BJ5275 营运证
500110001140遗失作废。都发公司渝BS1702营运证500222069866遗失。路港公司渝BQ9708营运证
500110040760渝BR6135营运证500110014872遗失。重庆市愉齐运输有限公司营运证渝B5F399正副本
500115029833渝A513F9正副本500115038383渝BT2689正副本500115038771遗失注销。

注销公告：重庆晶明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000MA5U5N687J)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持
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债权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8月2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皇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0MA5U3NYD5Y）股东决
定，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8月24
注销公告：重庆魔镜文化创意策划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3TN99T经股
东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重庆新渝湘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7331523340L)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将注册
资本由20000万元减少为2000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请债权债务人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2018年8月24日
被保险人:重庆大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綦江
分公司 车牌BE8176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
交 强 险 保 单 正 本 ， 保 单 号
805072017500105008940 商业险保单正
本 805112017500105007620 特此登报

重庆巧策企业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遗失
于2018年7月1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226MA600ACH0B，声明作废
班安欧贸易（上海）有限公司，遗失华润置地（重庆）
有限公司华润中心万象城L2层L257号商铺B&O
收据肆张，①收据编号CQZY00085837，记载金额
￥85,918（首 期 租 赁 保 证 金），② 收 据 编 号
CQZY00085987，记载金额￥81,638元（第二期租
赁保证金），③收据编号CQZY00096779，记载金额
￥12,510 元（水 电 费 押 金），④ 收 据 编 号
CQZY00096780，记载金额￥5,000 元（POS机押
金），特此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及其法律
后果由我司承担，与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无关。
班安欧贸易（上海）有限公司，遗失华
润置地（成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华润
中心万象城L2层L257号商铺B&O
收据壹张，①收据编号0123149，记载
金额￥16,680元（装修押金），特此声
明作废。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及其法
律后果由我司承担，与华润置地（成
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无关。

班安欧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重庆分公
司，遗失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
万象城L2层L257号商铺B&O收据壹张，①
收据编号 CQZY00163870（撤场质量保证
金），记载金额￥1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及其法律后果由我司承
担，与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无关。
遗失重庆耘海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重庆
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出质设立登记
通知书（渝津）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
000361 号 ， 质 权 登 记 编 号
500381001101407(原件两份)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堇励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账号0706010120440000756）重
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碚支行澄江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530056776601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苏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26862435913）股东会研究决
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科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5054843150X)股东
会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至600万元
整。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原开县新易购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234007845381）股东会研究决定本
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忠县银福百货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233593675395T）股东研
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
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酷影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33MA5U90Q08P）股东
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
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华新凤凰湖混凝土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
文献花木专业合作社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代
码5000181130号码03288900、开具给重庆
庆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
代码5000181130号码03288899特此声明遗失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尤家帮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注册号：91500106MA5U5J9BXR）股东会研究
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市春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
坪坝支行土主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530016111902作废

遗失2014年5月6日核发的重庆金雨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100011976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金雨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00903554060443)、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554060443)声明作废
遗失2015年7月1日核发的重庆洋蓝湾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104000024020）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洋蓝湾商贸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500104699268886)、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69926888-6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道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BMD73M）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8月24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500105305237076C的重庆瀚艺浩博
广告传媒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我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瀚艺
浩博广告传媒有限公司2018年8月2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凯宇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901000066108）股东会决议，拟将
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8月24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华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12876228698）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减少注册
资本5500万元，即将注册资本由8800万元减少到3300万
元。按《公司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申报债权。电话：023-58137555，联系人：刘忠明

重庆华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4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宏扬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3日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解散，按
照《公司法》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办
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杨刚

●贺凤琼遗失重庆市潼南区云炳超市2016年10
月 09日核发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3MA5U7X925X声明作废●本人秦泽芬购买时代都汇A04-1-6-5房屋代收
费收据遗失其收据金额为18758声明原收据作废●遗失巫山县官渡镇谊佳益超市2014年12月02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23760005386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宇腾运输有限公司渝A6980挂营运证声明作废●遗失2018-7-30发陶红萍执照正副本500382613448982作废● 遗失重庆恒全隆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公章
5001127034491，财务专用章5001127034492，声明作废●重庆明占汽车修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公章编号：5002391032018，声明作废。●遗失2014年11月3日核发的重庆市北碚区广佰缘服装设
计工作室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9200030631，声明作废●遗失刁志佳 CNG证，证号500105198710153717作废●遗失2017.8.21发重庆恒刷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RHDBXJ声明作废●勇航物流公司渝D65655渝D7112挂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捌拾捌号家政服务有限公司遗失2016.6.2核发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091219701M声明作废●国环绿洲（重庆）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印章刻制证明，声明作废。●遗失南川区零霞食品店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51232319800303462801，声明作废

●遗失2017.12.14核发重庆精信格力中央空调工程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7365780080作废●遗失荣昌区昌州街道陈五妹茶馆营业执照正副本，社
会信用代码：92500226MA5YYF2A8L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弘泰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320349084C声明作废●重庆市鼎尚模特经纪中心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号774873817、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遗失刘尧红.姜小莉之女就刘诗媛2013.4.22在重庆市九龙
坡区二人民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158716作废●重庆寅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2018.08.17核发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601TCH8X声明作废●遗失声明:廖沙遗失恒大优活城2组团13栋31-10的
契税收据，（票据编号:10930）金额:11797，声明作废●遗失聂涛身份证512529197311247638声明作废●王怀春遗失市政二级执业资格证书编号:0004572作废●洪永南遗失建筑一级执业资格证书编号:0715181作废●遗失2016.7.14发重庆松普电器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吴红于2015年10月23日购买车牌为渝GMV109
希迪牌摩托车声明灭失 0234593693534C作废●遗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杨茂百货超市公
章一枚，编号5002403012452作废●遗失2013.5.7发云阳县衍惠电子元件加工厂
营业执照正本500235200031867作废●遗失郑建群营业执照正本92500224MA5YHEN55Y作废●遗失张齐营业执照副本92500224MA5UJ6GX5U作废●遗失万鑫浩出生医学证明编号I500131742作废●遗失2016.5.9发徐成德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3600174150作废●遗失云阳县码头酒吧烟草专卖零售
许可证副本500220106521作废●遗失2011.1.26发杨忠明高级会计师专业技术
资格证书编号01272300011作废●遗失2017.9.21发重庆天昊会计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信用代码91500230MA5U89KJ4F作废● 遗 失 永 川 区 望 城 北 路 永 佳 电 器 维 修 部（识 别 号
510281198109156400）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和发票领购簿作废

●遗失夏祥友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224MA5Y6YUP8M作废●遗失北碚区歇马镇瑞龙机械厂税务登
记证正本51021519751209451201作废●重庆市银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王义容二级注
册建造师执业印章，编号渝231131438229（04）作废●遗失重庆食院子饮食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公章一枚，编号5003827022486作废●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出租汽车分公司遗
失出租车渝AT5674道路运输证500100036964作废●遗失2016.4.8发重庆泰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050364953B作废●遗失重庆万寿山旅行社有限公司税务登
记证正本500240696582706作废●黄志介遗失执业医师执业证书，编号110310115003439声明作废

“做一顿好吃的饭，让离家在外的人们
感受到家的温暖”乡村基22年来始终坚守
的一份初心，也正是这份追求餐饮本质的初
心激励着乡村基不断发展创新的脚步。目
前，乡村基500多家直营店，一年接待超1亿
人次。快餐也要很讲究，只使用非转基因
油、东北优质大米，“川厨之乡”眉山的“红珠

子”泡椒，
拥有百年
历史的黄
花园豆瓣，
采用非遗自然发酵的老坛酸菜，所有食材都
只用最地道、最健康的。

为了让更多的顾客朋友方便快捷地在干
净卫生的环境中，吃到健康营养的饭菜，能够
享受到更好的用餐体验，乡村基正努力把餐厅
开到更多的地方去。“征集新址，与您更近”只
要提供商铺信息并成功签约，就奖励5000
元！选址要求：重庆主城，临近学校、医院、超
市、购物中心、社区等1楼临街商铺，使用面积
100- 300 平 方 米 咨 询 热 线 ：杜 老 师
13512386288 寿老师13527597588。

川渝快餐领导品牌乡村基
如何用智能化一年接待超1亿人次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产业的发展，作为川渝快餐的领导品牌，重庆本土
餐饮乡村基，也开始通过对餐厅的迭代升级，将智能化的生活方式带到广大顾
客的生活中来。即将开通智能点取餐，用手机提前下单订餐，达到餐厅后只需
三秒钟就能实现自助取餐。除此之外，为了便于顾客和外卖操作将点餐区与取
餐区进行分离，新增自助点餐机和体感游戏，节省点餐时间，增添了餐厅的趣味
性，同时也为亲子互动提供了更多空间。

广告

中国铁塔携多项智慧成果
亮相智博会

重庆晚报讯 （记者 杨莲）昨日，
中国铁塔亮相首届智博会。通过“助力
网络强国”、“共享带来共赢”、“多元化解
决方案助力互联网+”、5G未来发展等21
个展点，中国铁塔全面展示了其强大的
资源能力，以及依托资源服务各行业领
域的合作发展成果，如多功能灯杆、智慧
小区、智慧林业、智慧环保、智慧安防、智
慧管道保护等。

据悉，中国铁塔是全球最大的通信
铁塔基础设施服务提供商，于今年8月8
日在港交所主板上市。中国铁塔推进资
源共享，坚持“一家建设 多家使用”、

“能共享不新建”、“能共建不独建”，快速
推动了移动网络规模发展。值得注意的
是，中国铁塔利用资源优势支撑阿里巴
巴在物联网、边缘计算、大数据等新兴业
务领域的布局，引发业界广泛关注。

智慧的城市是什么样？大数据智能化
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在昨日开
幕的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上，中
国联通以“智慧·联通未来”为主题精彩亮
相，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美好的智慧生活
场景图。

据悉，中国联通在智能化领域布局较
早，目前已在传统通信服务能力基础上形成
了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产业发展
新格局和云网一体化运营核心竞争力。本
届智博会，中国联通从智慧城市、5G、“一带
一路”、智慧生活四个方面展示了各垂直行
业智能化应用的最新成果。

智慧城市 助力大数据智能化

在“智慧城市”展区，城市大脑、城市脉络、
工业互联网、智慧河长、智慧旅游、工业无人机
等明星业务和解决方案集体亮相。城市大脑
通过城市神经元和城市脉络形成对各类数据
的有效汇聚，实现自动、实时、多维城市数据分
析和管理决策的智能模式；智慧河长管理平台
借助信息技术手段，连接全社会资源，打造河
流湖库的协同管理；智慧旅游面向政府、景区
和涉旅企业，为各级旅游管理机构及景区提供
旅游全生命周期的大数据支撑方案。

发力5G 让智能制造更聪明

在展区现场，中国联通结合实际应用场
景生动呈现了5G网络的优势。比如5G远
程手术中，需要从远端控制机械臂同步进行
微创手术，对实时性、精确性要求极高，中国
联通5G大带宽、低时延的特点和特有的切
片技术，足以帮助机器人完成任务。5G冰
球、5G远程驾驶、5G VR全景直播等展项
也充分展示出中国联通的5G能力。

同时，中国联通构建的网络、平台、安全
三大功能体系，打造人、机、物全面互联的新
型网络基础设施，已形成智能化发展的新兴
业态和应用模式，未来将快速助力企业实现

“互联网+”先进智能制造。

联通世界 打造国际化新通道

国际业务方面，中国联通展示了中新国际
数据通道的最新进展。目前，中国联通在重庆
已可提供四条至新加坡的国际路由，助力“一
带一路”发展。尤其是陆路“重庆-缅甸-新加
坡”国际直达通路的建设，大大提升了中新国
际数据通道能力和质量。另外，中国联通已率
先在重庆建成西南数据中心，并成功吸引百余
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入驻，并于2018年2月份
完成西南数据中心二期建设，对重庆互联网经
济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智慧生活 描绘数字家庭图景

在“智慧生活”展区，参观者可以亲自体验
到未来数字家庭的生活场景：回家只需一句话
便可以打开想用的家电，通过语音便可以打开
卧室房门。中国联通携手百度DuerOS打造
了“智能家控，动口不动手”的语音入口，智能
家居产品都可通过语音交互控制。同时，应用
了eSIM的新型智能设备，也将带来更便捷、
安全、稳定的使用体验。智能化技术将为用户
创造无束缚的全新数字生活感知。

值得注意的是，在昨日开幕式当天，中
国联通与重庆市人民政府签订《关于深入推
进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并将与合作伙伴携手开展更多智能化合
作。未来，中国联通将继续秉持“联通世
界 创享美好智慧生活”的企业使命，致力
于迎接智慧未来的到来。

5G引领智能化
中国联通智博会抢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