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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新区启动
礼嘉智慧城建设

为经济赋能
为生活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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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晚 报 讯
（记 者 吴 娟
李 野 摄 影 报 道）
在昨日举行的智博会
新闻发布会上，两江新区发
布未来智慧生活体验园规划，将在
两江新区建设 10 平方公里的礼嘉
智慧城，并在其核心区率先启动 2
平方公里的未来智慧生活体验园。
重庆晚报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
体验园规划将紧扣人民群众高品质
生活的需要，
围绕智能化、
生态化、
人
性化理念，以前沿、时尚、智能、绿色
为主基调，
将引领潮流的智能技术和
数字经济融入创新、生活和生态中。
吸引全世界的创新要素、
数字经济和
智能产业在重庆聚集发展，
与广阳岛

▲未来智慧生活体验园建设规划图
和渝中半岛共同构筑长江上游智慧、
生态、
人文
“金三角”
。
按照总体规划，未来智慧生活
体验园将分为综合展示体验区、智
慧生活体验区、科研创新孵化区和
自然生态游憩区 4 大片区。在这里

不仅能多维度地展示前沿智能技术
和产品，
还可以全方位、沉浸式地体
验未来智慧生活场景。
在规划上，园区践行生态文明
理念，塑造山地密林、疏林草地、沟
谷溪流、湖塘浅滩、海绵街坊五类生

智博会首日全球媒体 2400 余篇报道
昨日，全球关注的国际化、专
业性盛会 2018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
博览会正式启幕。上千名中外记
者参与了现场报道，人民网重庆频
道、新华网重庆频道、华龙网、上游
新闻等网络媒体对开幕式进行了
现场直播报道。据不完全统计，从
昨日零时至 17 时，全球媒体推出智
博会各类报道 2492 篇。
人民日报头版刊发《韩正会见
出席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
会的各国领导人》，16 版整版刊发

智博会专题报道。8 月 22 日，央视
新闻联播用 2 分 45 秒时长播出了
《韩正会见出席首届中国国际智能
产业博览会的各国领导人》，央视
财经等频道也做了相应报道。
境内外媒体也纷纷给予关注
报道。香港文汇网刊发《习近平向
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致
贺 信》快 讯 ，并 配 开 幕 式 现 场 图
片。联合早报昨日 10 时发布题为
《吴作栋与韩正会面重申新中密切
双边关系》的报道。

重报集团更是以前所未有的
气势全方位、全媒体、多角度浓墨
重彩报道智博会。
重庆日报总计推出图、文报道
90 条，其中《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
生活添彩 2018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
博览会》特别报道专版 9 个版，形象
专版、广告等 41 个版，多角度反映
智博会热点和重要内容。
重庆晚报用 9 个版篇幅专题报
道智博会。头版《大智入渝》以跨版
的方式报道了智博会开幕，国际国

境系统，
力争达到动植物和谐相生，
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状态。
园区将由政府统一规划，
适度超
前布局基础设施，
吸引世界领先的科
技企业，
参与到园区的高标准建设与
平台运营中，
将秉承全面开放的运营
管理理念，
以标准化的数据格式和开
放的可编程接口，
为不断提高发展质
量和提升生活品质汇集全球智慧。
另据了解，在智博会期间两江
新区预计签约项目 62 个，协议投资
金额 1081.03 亿元。其中，参与集
中签约项目 16 个，协议投资金额
743.7 亿元。
签约项目中，制造业类项目 28
个，
投资总额 723.67 亿元；
现代服务
业项目18个，
投资总额317.46亿元；
科技创新类项目 16 个，投资总额
39.9亿元。这批项目入驻，
将依托两
江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
礼嘉智慧城
等新载体，打造中国智能产业示范
区、
智慧城市示范区意义重大。

内大咖云集重庆，同时报道了阿里
与腾讯两大巨头分别在重庆打造亚
洲最智能特大型城市和西南区域总
部的消息，
振奋人心。内版以
“智能
生活改变我们的未来”
“大咖市民畅
谈智能化”
“作家畅想”
等板块，
实现
了新闻与副刊的联动。
重庆晨报 38 个版浓墨重彩地
报道智博会，
重庆商报以 7 个版的篇
幅报道了智博会。同时，上游新闻
对智博会进行了报道，
重庆日报、重
庆晚报、重庆晨报、重庆商报、华龙
网的微博微信全部推送习总书记贺
信、智博会开幕等相关消息。重庆
电视台、视界网、第一眼全天也对智
博会进行了直播报道。 据华龙网

用 AI 新思维解决世界性拥堵难题

李彦宏揭示人们对人工智能三大误解
8 月 23 日上午，首

李彦宏智博会揭示
人工智能
“三大误解”

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
博览会于重庆开幕，主
题为“智能化：为经济
赋 能 、为 生 活 添 彩 ”。
百度公司创始人、董事
长兼 CEO 李彦宏出席
开幕式，并在现场发表
讲话。讲话中，他谈到
洛杉矶交通拥堵的“大
城市病”，并针对世界
性的拥堵难题，
用 AI 新
思维给出新方案，引发
现场关注。
李彦宏的
“AI 新思维”
百度和重庆已在实践
在发言中，李彦宏提到：
“ 我看到统计
数字，在美国因为交通拥堵所造成的损失
1/5 发生在洛杉矶，一个超级大城市。”而在
中国，重庆就有 3000 万人口，2000 万人口
以上的就有好几座，每一个城市都有堵车
的问题。那在完全开放道路上的自动驾驶
解决之前，或者说被市场所接受之前，如何
减少堵车给人们带来的困扰，通过技术推
动智能城市的发展，解决“大城市病”呢？
李彦宏给出回答：
自动泊车。
李彦宏说，根据美国的统计，人们开车
的时间中有 30%是用来找停车位的，中国
有可能更长，每天为了不在找车位上浪费
时间，他选择绕远路尽早到家。但是对于

住得近的同事，如果晚上九十点钟回到小
区的话，在小区里找停车位需要 30 分钟。
而如果用机器来实现自动泊车，减少人们
在路上和停车上所耗费的时间，给人们的
时间的节约、效率的提升、感知上满足是非
常非常明显的。
解决城市生活痛点，自动泊车这一项
功能远远不能满足全部需求，但这确实是
改善城市生活非常重要的切入点。针对交
通拥堵问题，百度开发了城市智能交通系
统，主要包括智能路网、智能信号灯、智能
车辆调度、自动泊车及智能驾驶监测等内
容，是一个全方位的车路协同的软件系统，
除了可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外，综合成本
也远低于车辆端的单侧无人驾驶系统。百
度交通大脑、地图精准定位、智能驾驶平台
也在为城市的智慧交通赋能。
前段时间，百度还与北京交管局在上

在演讲时，李彦宏还阐述了现阶段人
们对人工智能存在三个误解，引发了现场
的关注。
首先，李彦宏认为，人工智能不应该长
得像人。他表示，当今人们闭上眼睛思考
人工智能，很多人可能会想到一个长得像
人的机器人，这就是一个误区——人们的
精力不应该运用在教会机器人怎么学会走
路、怎么学会跑步和上下楼梯。李彦宏说：
“这是一个机械时代的思维，如果要机器去
替代人的体力，我们在工业化时代已经解
决了这个问题。”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方
向，李彦宏表示：
“ 我们要解决的是让机器
能够像人一样思考。
”
第二个误解来自于如何让机器像人一
样思考。李彦宏说：
“ 人工智能不是仿生
学，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是研究人脑怎么工
作，我认为这条路也走不通。”他表示，现在
地开展智慧信号灯的应用探索，利用百度
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各种各样的算法，近些
轨迹大数据对信号灯路口车流、路口各方
年的创新跟人脑的工作原理其实没有太大
向延误情况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路
关系。事实上，我们人类根本还没有搞清
口绿灯放行时间进行精细化调整。上地后
楚人脑是怎么工作的，又何谈用机器来模
厂村路的拥堵指数峰值降低了 14%，上地
仿人脑的工作原理。所以人工智能不是模
区域每辆车平均上下班时间分别减少了
仿人脑的工作原理，而是要用机器的方式
3.35 分钟和 4.89 分钟。这 8.24 分钟，对于
实现人脑能够实现的价值或者作用。
一个上班族来说，意味着一年里可以出来
第三个误解是关于当下被热议的人工
4.5 个休息日。
智能的“威胁论”，很多人担心有一天人类
近两年，
重庆市政府也在加速数字化和
会被机器所控制，有一天我们自己造出来
智能化方面的基础设施铺设。去年，
百度与
的技术会毁灭掉我们。李彦宏对此坦言：
重庆多家企业在自动驾驶方面都进行了合
作。今年四月，在重庆政府的政策支持下， “这个我觉得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担心。
百度无人车也在重庆获得自动驾驶牌照。 因为我们在做每天的技术方面的研究时，
会发现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很多，让机器像
不久前，百度也与重庆气象局达成合作，用
人一样思考，就是所谓的 AGI（通用人工智
百度云帮助“智慧气象”落地。这一系列的
能）实现。其实还离我们非常远。
”
实践，
将为重庆的智慧化升级奠定坚实的基
重庆晚报记者 万里
础，
令这里的人们生活更加便利、
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