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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智汇八方
谱写智能化发展新篇章

马云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
董事局主席

“志合者，
不以山海为远。
”
昨天，
首届中国国际智能
产业博览会隆重开幕，
八方宾朋，
为智而来，
齐聚重庆，
围
绕数字经济智能产业，
聚焦前沿科技，
共谋创新发展。这
是全球大数据智能化领域的一件大事、
喜事。习近平总

未来不是我们这些互联网公
司的天下，而是用好互联网公
司、用好智能技术公司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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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 多云到晴，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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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专门向大会发来贺信，
对本届智博会的召开表示热
烈祝贺，
对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期待，
为加快推
进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
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下转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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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隆重开幕

习近平向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

马化腾

大咖山城论剑，
抛出新鲜前卫的见解。
举行的系列峰会论坛上 ，
马云 、
马化腾 、
李彦宏 、
梁华等众多
昨 日 ，智 博 会 在 重 庆 悦 来 国 际 会 议 中 心 开 幕 。 在 昨 日

汇八方

腾讯公司创始人
董事局主席

韩正宣读贺信并致辞

打逆风球就是要稳住阵脚，顶
住压力，把手中的每一个球打
好，还需要坚定信心，紧紧抓住
转型升级的发展轨道不松手。

陈敏尔致辞 吴作栋、
宋迪·隆迪、
恩赫图布辛、
皮娅·卡亚塔诺致辞
鲁道夫·尼恩·诺沃亚、
丁学东、
肖亚庆、
李晓红出席 怀进鹏致辞 唐良智主持 张轩、
王炯等出席
8 月 23 日，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庆隆重开
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大
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
势待发的时期，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
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打造新产业新业态，是各国面临
的共同任务。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坚定贯彻新
发展理念，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努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中国愿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
作，同各国携手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培
育新动力、开辟新空间。本次会议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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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各
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希望与会代表深化交流合作，智
汇八方、博采众长，共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开幕式，
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韩正指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
来贺信，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智能化发展的高度
重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
制定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互联网+”行动计划、
《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规划》，推动信息化、智能化取得长足发展。如
今，中国有近 8 亿网民，有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移动支付、
网络零售市场，连续 6 年成为工业机器人第一消费大国，人
工智能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超过 40%。
韩正强调，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把握大数据智能化发展的新特点新趋
势，推动智能化在商用、政用、民用领域全面拓展，加快建设
智能经济和智慧社会，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
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韩正提出，我们将以智能化引领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加
快实施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突破人工智能基础前沿理论
和关键技术；以智能化推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实施智
能制造工程，以智能化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创
新，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地位；以智能化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建立“用数据说话、用
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机制，加快推进智慧
政务，让城乡社会治理更科学、更智慧、更精准；以智能化为
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推动大数据智能化在教育、医疗、
交通、旅游、家居等领域广泛应用，深度开发各类便民服务，
真正实现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
韩正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合作、包容、普惠的理念，
我们愿意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同世界各国一道，共
享智能化带来的机遇，共创数字经济发展美好未来。韩正提
出加强智能化研发合作、加强智能化产业合作、加强智能化
安全合作的倡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开幕式上致
辞。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老挝副总理宋迪·隆迪、蒙
古国副总理恩赫图布辛、菲律宾众议院副议长皮娅·卡亚塔
诺致辞，乌拉圭外交部部长鲁道夫·尼恩·诺沃亚出席。国务
院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中国工
程院院长李晓红出席，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怀进
鹏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主持开幕式，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张轩、市政协主席王炯出席。
陈敏尔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热烈
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向智博会发来贺
信，带来了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在信息
化发展新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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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大数据
智能化创新方面，重庆拥有良好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产业
优势、科教优势和市场优势。我们牢牢把握信息化带来的新
机遇，制定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行动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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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长足进步。首届智博会

李彦宏
百度公司创始人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很多人担心有一天人类会被
机器所控制，有一天我们自己造
出来的技术会毁灭掉我们，这个
担心完全没必要。

刘庆峰
科大讯飞董事长

人工智能+才是改变世界的
方式。

梁华
华为公司董事长

不能为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
为了泡沫化而赶风口。

李强
德国思爱普全球高级副总裁

潘建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
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需要计算
能力和网络感知能力，量子力学
也催生了它的诞生，
提供了基础。

人工智能能够大幅度提升劳
动生产力，而因此推动 GDP 的
增长。

李德毅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

克里斯蒂安诺·阿蒙
美国高通公司全球总裁

未来 30 年，移动技术将达到
万物互联。

机器人将成为人类认知自然
与社会、扩展智力，走向智慧生
活的重要伴侣。
据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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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3 日，
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图为开幕式现场。 重庆日报

以“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为主题，就是要突出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为经济发展赋予满满正能量；就是要凸显科技改变生活、智
慧开启未来，全面提升经济社会智能化水平，为人民生活增
添盈盈获得感。我们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精神，
借助大数据智能化的强大力量，把重庆这方好山好水保护
好、这座江城山城建设好，奋力实现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
地”
“ 两高”美好愿景。我们衷心希望以首届智博会为新起
点，与各国朋友、各界人士携起手来，共促智能产业蓬勃发
展，共创数字经济美好未来。热忱欢迎各位嘉宾多来重庆观
光旅游、投资兴业，实地感受大美重庆新魅力，共同谱写事业
发展新篇章。
与会嘉宾围绕智博会主题发表演讲。吴作栋表示，希望
以本届智博会为契机，全面加强与各方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及南向通道建设中的合作，携手推动智慧城市、物联网、数字
贸易等发展。宋迪·隆迪说，智博会主题与全球化发展趋势
契合，与数字化发展的蓬勃态势契合，必将成为推动各方在
大数据智能化等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恩赫图布辛说，大数
据智能化为国家和区域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希望更多学习
借鉴先进做法和经验，加强大数据智能化应用。皮娅·卡亚
塔诺说，科技和智能化的迅猛发展超乎想象，让人们的沟通
更便捷、生活更精彩。
怀进鹏代表主办单位致辞。他说，重庆正以全球视野描
绘大数据、智能化、国际化蓝图，期待智博会成为具有国际影
响力、行业引领性、品牌美誉度的开放平台。中国科技工作
者将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深化与各国同行在基础研究、

技术开发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深度挖掘大数据智能化的商
用、政用、民用价值，在智能化转型发展方面创造更多利益汇
合点、合作新空间。
22 日下午，
韩正参观了展馆，
详细了解国内外智能产业最
新发展成果，
与中外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陈敏尔参加活动。
参加开幕式的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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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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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专家、企业
家、大学校长和媒体负责人等。
首届智博会由重庆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
主办。会期 3 天，来自 28 个国家和地区的 2 万多名嘉宾、500
多家企业参展。
据重庆日报

习近平主席贺信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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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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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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敏尔唐良智会见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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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敏尔张轩会见菲律宾众议院副议长皮娅·卡亚塔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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