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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发布#

2019 智博会 8 月 26 日开幕
现代密码学之父、马云、李彦宏都要来

昨日，2019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智博会）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据发布会
消息，2019 智博会将于 8 月 26 至 29 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智博会将以“智能化：为
经济赋能，
为生活添彩”
为主题。开展
“会”
“展”
“赛”
“论”
四大板块活动。↓↓↓
小林哥

智博会•看点》
开展四大板块活动
◆会议板块：高峰会将邀请外国政要、
国内外知名企业家和专家学者演讲，汇聚创
新智慧，
共话智能发展。
◆展览板块：将集中展示全球大数据智
能产业的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
预计室内展览面积将超过 15 万平方米。
◆赛事板块：将集中举办各项赛事决赛
和路演，为项目落地、人才引进搭建高水平
平台。
◆论坛板块：将邀请大数据智能化领域
顶 尖 企 业 和 学 界 领 军 人 物 ，围 绕 5G、
“智
能+”“
、一带一路”智能化发展深度探讨大数
据智能化应用技术难点、需求痛点及解决方
案，
赋能经济、
添彩生活。

智博会•大咖》
马云、李彦宏都要来
本届智博会邀请了新加坡、英国、意大

利作为主宾国，设置主题展区，并开展系列
特色活动，充分展示主宾国在智能产业领域
的突出成果。主宾国政要将围绕“智慧政
务”
“智慧城市”
“智慧生活”等主题进行对话
和讨论。
目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科斯提
亚·诺沃肖洛夫，
“现代密码学之父”
、图灵奖
获得者惠特菲尔德·迪菲，英特尔全球高级
副总裁丹尼尔·麦克纳马拉，以及阿里巴巴
董事局主席马云、百度董事长李彦宏、小米
董事长雷军、美团网创始人兼 CEO 王兴等
已确认参会。

智博会•企业》
谷歌华为阿里等企业都要来
今年智博会将聚焦智能产业、智能制
造、智能化应用，设置了综合展区、智能技术
与产品展区、智能制造展区、智能化应用展
区、区域创新展区和智慧生活互动体验区。
截止目前，谷歌、英特尔、三菱电机、SK
海力士、高通、意法半导体、华为、联想、阿里
巴巴、航天科工、海尔、紫光、浪潮、美团、小

米等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企业确认参
展。
本届智博会还将打造成为国内外智能
产业科技成果、发展趋势的权威发布平台。
会议期间，国家有关部委、智库机构将发布
5G、信息安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
域的行业标准、指数报告、榜单白皮书，特别
是全球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商 50 强、中国工
业互联网与智能产业发展指数等内容，将是
全球范围内首次发布。

智博会•活动》
5G 智联未来高峰论坛等来袭
今年智博会期间，将邀请工业和信息化
部共同举办“一带一路”智能化发展大会，立
足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
发出重庆声音，贡献重庆智慧。与运营商、
知名供应商共同举办 5G 智联未来高峰论
坛。
同时，本届智博会还着力集聚一批知名
企业品牌论坛，打造精英云集、智慧交锋的
顶级盛宴，形成更多的创新风口。目前，阿

里巴巴、腾讯、华为、科大讯飞等已确定继续
在 2019 智博会举行相关论坛。

智博会•体验》
打造 4 个实景体验场景
为了让市民朋友感受到智能科技给生
活带来的改变，今年智博会打造了两江新区
礼嘉“智慧生态城”
、悦来智慧生活互动体验
区，渝北仙桃数据谷智慧交通及自动驾驶示
范区，重庆经开区（南岸区）智谷智能科技体
验区等四个实景体验场景，零距离体验未来
生活。
本届智博会室外智慧体验区将立足智
慧生活、智慧生产、智慧设施三大领域，设立
无人超市、智慧医疗、刷脸储物、氢燃料汽
车、智慧导览、无人驾驶、AR 游戏、智慧步道
等 50 余个生活场景，全方位体现智能产业
最新成果和未来智慧城市生动形态。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所有
场馆和室外智慧体验区将实现 5G 全覆盖，
让 2019 智博会成为一场 5G 科技盛宴。
记者 万里

#交通出行#

重庆直达香港高铁下月开通
全程约 7 个半小时

车程 7 小时 37 分钟
据悉，重庆直达香港的动车为 G319/
320 次，经由渝贵快速铁路、贵广客专和广
深港高铁运行。G319/320 次列车沿途将经
停遵义、贵阳东、桂林西、肇庆东、广州南和

深圳北站，G319/320 次列车在重庆西站的
发车时间为 8:20，终至香港西九龙站的时
间为 15:57，车程为 7 小时 37 分钟，重庆西
至香港西九龙间直通 G 字头列车的二等座
票价为 660 元。

免去换乘烦恼

驶入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

盼望已久的重庆高铁直达香港终于要
通车啦！早上在重庆吃小面，下午就可以在
香港米其林餐厅里喝茶了！
6 月 10 日，中国铁路总公司发布消息，7
月 10 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
运行图暨暑期运行图，将新投用一批复兴号
动车组，内地联通香港的高铁车站增至 58
个，其中就包括重庆西到香港西九龙的动车
组列车。↓↓↓

目前，重庆中转到香港，用时最短的一
趟是重庆西站经桂林，然后中转到香港西九
龙站。D1863 次列车早上 8 点 43 分从重庆
西站出发，13 点 15 分到达桂林西站，乘客需
换乘 G311 次列车，13 点 36 分从桂林西站出
发，16 点 55 分到达香港西九龙站，总共用时
8 小时 12 分钟。中途的换乘时间只有 21 分
钟，
存在较大风险。

#DIY 活动#

本周日

最后 10 个名额

亲子 DIY T 恤送父亲

子衫。此外，还有专业的老师教小孩怎么给
父母敬茶，学习敬茶礼仪，从茶道中学习和
传承中华敬老尊贤的礼仪，并有机会赢取精
美茶礼大奖哟。
记者还了解到，
中国（重庆）国际茶产业博
览会在南坪会展中心开展，总规模近 20000
㎡，
标准展位 800 个；
划分为名茶展区，
黑茶/
普洱茶展区，
港澳台/国际展区，
紫砂展区，
茶
具、工艺品展区，
茶文化活动区等。汇聚全国
69个名茶产区、
600家知名企业、
上万类茶品；
展品涵盖茶叶、
茶具、
茶家具、
紫砂、
陶瓷、
工艺

品、
红木、
茶食品、
茶服等。
本次茶博会将从本月 14 日—17 日在南
坪会展中心展开，现场除了可品可赏茗茶美
器，还有一系列精彩有料的茶事活动带你领
略茶文化的魅力。
活动详情：
活动内容：
父爱如
“衫”
——DIY 亲子衫
活动时间：
6月16日（周日）13：
00—15：
00
活动费用：
免费
活动地点：
南坪会展中心

名

咨询方式：
18202313078
报名方式：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免费报
都市热报—厢遇记者 谭珊珊

扫码报名

“还可以报名 DIY 活动吗？”
“ 我扫描二
维码填了信息，是报上名了吗？”
“ 活动是免
费报名的吗，报名了可以去逛茶博会吗？”昨
日，热报联合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在
茶博会现场举办“父爱如衫——亲子 DIY T
恤”活动报名一开启，就收到不少家长报名
和咨询。
目前，
“父爱如衫——亲子 DIY T 恤”
免
费名额还剩最后 10 个，还想报名的亲子家
庭，赶快抓紧最后的时间报名吧。参与报名
的家庭都能免费领取 2 件 T 恤，进行 DIY 亲

抓紧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