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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济赋能
为生活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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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推动发展
进 步 ，智

慧终将引领未
来。8月23日上午，

2018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大
数据智能化高峰会在悦来国际会议
中心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市委书记陈敏尔，老挝副总理宋迪·
隆迪，菲律宾众议院副议长皮娅·卡
亚塔诺出席高峰会。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市
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轩，市政协主席王炯出席
高峰会。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主

持高峰会。
当今世界，大数据智能化正深

刻改变着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和社
会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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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专家和企业家作了
主旨演讲。

会上，腾讯公司创始人、董事
局主席马化腾围绕“数智技术与智
能创新”，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澳
大利亚工程院院士拉玛莫哈那劳·
哥达吉利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
分析+机器学习+云计算”，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

长李德毅围绕对“未来汽车”的探
讨，华为公司董事长梁华围绕“给
机器以智能，给服务以平台”，美国
高通公司全球总裁克里斯蒂安诺·
阿蒙围绕“智能新机遇 连接铸未
来”，百度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李彦宏围绕“智慧城市的
AI新思维”，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
峰围绕“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
德国思爱普全球高级副总裁李强
围绕“人工智能帮助制造企业赢在
新时代”，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
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围
绕“新量子革命”，紫光集团董事长
赵伟国围绕“从芯到云：铸就智能

科技基础”，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
董事局主席马云围绕“智慧引领未
来”，先后发表精彩主旨演讲，立足
新技术、新理念、新思维、新模式，
共同把脉智能科技、智能产业未来
发展方向。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市
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
政协、市高法院、市检察院有关负责
同志，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兄弟省
（区、市）负责人，驻华使领馆有关人
员，国内外部分城市负责人和知名
专家、企业家、大学校长和媒体负责
人等参加此次高峰会。

据重庆日报

智博会大数据智能化
高峰会举行

陈敏尔、宋迪·隆迪、皮娅·卡亚塔诺出席
肖亚庆、唐良智、张轩、王炯出席 李晓红主持

8月 22日，市委书记陈敏尔，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会见了来
渝出席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
览会的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
栋一行。

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外交
部兼贸工部高级政务次长陈有明、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局长陈杰豪，
市领导吴存荣、王赋、胡文容、刘桂
平参加会见。

陈敏尔、唐良智代表市委、市
政府对吴作栋到访重庆并出席首

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表示
欢迎。陈敏尔说，习近平主席和新
加坡总理李显龙高度重视、亲自推
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及南向通道
建设。发挥好重庆作为运营中心
的作用，建设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打造南向通道，是重庆面临的重大
机遇，也是我们肩负的重大责任。
必须抓住互联互通这个关键词，高
标准实施好，大力推进物流互联互
通，聚焦通道建设和配套服务，全
面提高通关效率，实现货畅其流；

推进人流互联互通，加强旅游合
作，带动人员来往；推进资金流互
联互通，深化跨境支付、移动支付
等方面合作，拓展投融资渠道；推
进信息流互联互通，促进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推动大数据智能
化发展。智博会是大数据智能化
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双
方以此为新起点，共享数字经济发
展机遇，共同打造高起点、高水平、
创新型的示范项目。

吴作栋对首届智博会在重庆举

办表示祝贺。他说，中新互联互通
项目内容丰富、意义深远，对加强新
中交流合作、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具
有重要战略作用，项目推进有力，前
景广阔、潜力巨大。新方愿携手打
造好南向通道，在提升项目流动性、
联通性、支撑性等方面下更大功夫，
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上深化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新方有关人员，重庆市有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活动。

据重庆日报

陈敏尔唐良智会见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

8月23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会见了来渝出
席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的
菲律宾众议院副议长皮娅·卡亚塔
诺一行。

中联部副部长钱洪山，市领导
吴存荣、王赋、刘学普参加会见。

陈敏尔、张轩代表市委、市人
大常委会、市政府对皮娅·卡亚塔
诺来渝出席智博会表示欢迎。陈

敏尔说，习近平主席同菲律宾杜特
尔特总统在博鳌会晤，达成广泛共
识，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重庆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
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是
著名的江城山城和历史文化名
城。我们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对
重庆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贯彻新
发展理念，牢牢把握信息化发展机
遇，大力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创新，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
智能产业，深度开发智能化便民利
民惠民应用，为经济赋能、为生活
添彩。重庆与菲律宾合作有着良
好基础和广阔前景，希望在大数据
智能化等相关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加强交流交往，为中菲关系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皮娅·卡亚塔诺对重庆的热

情接待表示感谢。她说，重庆是
一座文化之城、魅力之城，有许多
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将积极促
进双方在智能化创新与应用、文
化遗产和环境保护、农产品贸易
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取得更多
成果。

菲方有关人员，中联部、我市有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据重庆日报

陈敏尔张轩会见菲律宾众议院副议长皮娅·卡亚塔诺

（上接01版）
习近平总书记对首届中国国

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的高度重视和
对重庆的亲切关怀，让3000多万
山城人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我们要不负重托和期待，全力办
好智博会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盛事，既要办好会，又要办好事，
彰显中国之于世界智能化发展的
独特价值，翻开重庆智能化发展
的崭新一页。我们更要深学笃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指示
精神，持续推进以大数据智能化
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
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未来已来，将至已至。当今
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
命蓄势待发，大数据智能化等新
兴技术日新月异。习近平总书记
在G20峰会上提出过一个重要判
断，那就是世界经济正在向数字
化转型，深刻揭示了经济变革的
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总书记多
次强调，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
素的数字经济，加快推动数字产
业化、产业数字化，依靠信息技术
创新驱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动新发

展。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网络强
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发展目
标，作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
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一系列
决策部署。在信息化发展的新阶
段，互联网是新基础设施，大数据
是新生产要素，云计算是新服务
模式，智能化是新发展动能。机
遇稍纵即逝，只有抢占先机，才能
赢得生机。我们要察事观势，认
清大势，融入并引领全球信息技
术澎湃大潮，牢牢把握大数据智
能化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让数
字经济成为撬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新动能。

把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
在重庆大地上，就要深入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和
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
精神，按照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

“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
和“四个扎实”要求，推动重庆各
项事业奋力前行。首届智博会以

“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
彩”为主题，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
的趋势，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期盼，是把总书记殷殷嘱托全
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的具体行

动，既符合国家战略和时代潮流，
也符合重庆实际和发展需求，对
于促进重庆、西部地区乃至全国
大数据智能化领域的国际国内交
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重庆经济已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
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
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
以前所未有的底气与自信，摆脱

“速度情结”“换挡焦虑”，顺应时
代潮流，拥抱智能化，全力推动数
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要运用
智能化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增强经
济创新力和竞争力。阿里巴巴在
重庆建立生态合作伙伴系统，腾
讯在重庆打造“城市超级大脑”，
科大讯飞在重庆打造人工智能生
态圈，华为牵手长安汽车建立创
新中心开发智能汽车……把大数
据智能化作为重庆发展的重要引
擎，源自于重庆产业基础好、发展
潜力大、投资环境优、市场前景
广。我们致力于做大智能产业、
做优创新平台、做强基础保障、做
实智能应用、做精关键技术，以举
办智博会为契机，智汇八方、博采
众长，抢抓智能化机遇，为经济赋
能，为生活添彩。

首届智博会体现了开放与包
容，合作与共赢，是重庆加快内陆
开放高地建设的重要平台。智博
会将立足内陆作为基本落点和目
标起点，将面向国际作为路径取
向和发展方向，将当好枢纽作为
功能所系和关键所在，通过交流
最先进的理念和产品，描绘新技
术的趋势和蓝图，共飨新时代的
合作和机遇，为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实体经济提供
方法论和路线图，让各方宾客在
重庆“行千里、致广大”。

征程万里云鹏举，敢立潮头
唱大风。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
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
拿出风雨无阻、勇往直前的劲头，
坚定不移推动以大数据智能化为
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释放智能化新引擎的动力与
活力，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
清水秀美丽之地，努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交出一
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厚
重答卷，奋力谱写新时代智能化
发展的新篇章。 据重庆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