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要闻3 2019年11月11日 星期一

本报重庆11月10日电 记者
吴陆牧报道：以“聚集海内外英才·
聚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2019重
庆英才大会11月9日至10日在重
庆举办，吸引了海内外 6000 多名
优秀人才赴渝参会。

本次大会由中共重庆市委、
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是重庆市
高规格的国际性招才引智盛会，
旨在搭建集思想交流、项目合作、
人才对接于一体的国际化合作平
台，为重庆高质量发展聚智汇力、

聚势赋能。
大会期间举办了中外知名大

学校长圆桌会、青少年成长成才发
展论坛、海内外优秀青年学者秋季
论坛、高层次人才洽谈会等 36 项
活动，参会人员围绕新时代西部大
开发人才发展、大数据智能化、城
乡融合、生物医药等方面进行深入
交流，开展务实合作。此外，600多
家重庆市内知名企事业单位提供2
万多个高层次人才岗位进行现场对
接洽谈。

2019 重庆英才大会举办

11月13日至17日，第二十一届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将在
深圳举行。本届高交会将以“共建活
力湾区，携手开放创新”为主题，重点
展示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光
电显示、智慧城市、先进制造、航空航
天等高科技前沿领域的先进产品和
技术。

“创新”是高交会自举办以来贯
穿始终的核心精神和关键词。从U
盘、网络聊天软件 QQ 到智能机器
人、头戴式VR设备……一批又一批
新技术新产品不断从高交会走向市
场，高交会也逐渐成长为引领行业发
展的“技术风向标”“创新风向标”。
数据显示，上届高交会，有1746项新
产品和 585 项新技术首次亮相，80
家企业举办了专门的新产品新技术
发布活动。

在日前召开的第二十一届高交
会新闻通气会上，高交会组委会办
公室副主任、高交会交易中心主任
苏彦伟表示，本届高交会是深圳在
粤港澳大湾区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战略驱动下

举办的一届展会。本届高交会的亮
点之一是凸显创新能力和创新效
能，实现各主体、各环节、各方面的
相互支撑、高效互动，将有 3000 多
家企业，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
心、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
所等200家科研机构，南开大学、香
港理工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近
100 家高校参展。此外，北欧创新
中心等 20 多家创新中心也将分布
在国家高新技术展、信息技术和产
品展等各个展区。

苏彦伟说，本届高交会期间，除
了华为、中兴、大族激光、华星光电、
NTT数据等龙头企业外，还有登陆
科创板的AI公司虹软、寒武纪、奥比
中光等一批创业时间短、估值高的企
业参展。他们将带来工业级无人机、
5G+8K 智能安防、智能感知视觉一
体化 AI 芯片等一大批新产品新技
术。今年，高交会还将首次设立科普
展分会场，高交会“串”起的科创链条
将更加完善。

5G 技术是本届高交会的展示
热点之一，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参

展。比如，华为将以“5G+AI，开启
智慧城市孪生新时代”为主题展示
创新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和业务体
验，广东风华高新科技公司将带来
5G 通讯用高端设备，可在手机及
5G通讯乃至军事、航空航天、汽车、
计算机和医疗等领域广泛应用。此
外，2019 全球可穿戴+5G 产业峰
会、5G+智慧城市智慧杆国际（深
圳）高峰论坛、2019 中外工程师大
会暨中国（深圳）5G 技术及应用高
峰论坛等多个论坛活动也将聚焦
5G产业发展与创新。

得益于高交会创新平台的作用，
深圳作为高交会的举办地与策源地，
创新资源不断在此汇聚。从一流科
学家相继到访并在深圳组建实验室，
到苹果、ARM、高通、英特尔等国际
巨头在深圳设立研发中心，再到腾
讯、华为、柔宇等本土知名公司拓展
国际化布局，深圳已逐渐成为享誉全
国乃至全球的“创新中心”。

高交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深圳市副市长王立新表示，在粤港澳
大湾区中，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定

位。其中，深圳的定位是“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经过40年
的发展，即今年是深圳市成立40 周
年，深圳已经发展成为全国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的一面旗帜。在现有的基
础上，深圳也有责任在粤港澳大湾区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中起到引
擎作用。

在本届高交会中，一批重点创
新项目将在深圳落地。比如，深圳
市龙岗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将与
鹏城实验室共建“大数据与人工智
能联合实验室”，共同研究城市治理
与社会发展的前瞻性问题，加快形
成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智慧
城市示范应用等。一批深圳本土科
技企业将携各自独具创新的技术、
专利成果、商业运营模式等集中展
示深圳创新的魅力。比如，深圳云
天励飞技术公司将带来云天“深目”
动态人像智能平台，拥有领先的人
工智能算法和芯片设计能力的深圳
地平线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则将带
来中国首款车规级 AI 芯片“征程二
代”等。

建设全球知名“创新中心”
——写在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开幕之际（上）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今年国庆假期，在江西省鹰潭
市，游客们过了一把“5G 体验”的
瘾。在鹰潭高铁北站，5G CPE 设
备将基站信号转化为 WIFI 信号，
旅客通过手机 WIFI 连接后即可享
受免费的高速 5G 体验网络；在龙
虎山景区，游客用“5G+VR（虚拟现
实）”设备实时沉浸式体验景区的
丹山碧水，“5G+热气球”项目让人
站在原地即可体验高空俯瞰视角
的震撼。

“5G的大带宽、低时延除了能给
个人用户带来流畅的使用体验，在工
业、医疗、教育、旅游等方面都有很广
泛的应用。我们正在推进5G远程医
疗、VR 智慧教室、5G 警用无人机、
5G+智能网联汽车等一系列便民惠
民应用，带来政府管理新手段、百姓
生活新体验。”鹰潭市信息办主任胡
海俊说。

作为国家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
通信网试点示范基地，鹰潭市被中国
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
商同时列为 5G 试点（重点）建设城
市，正统筹布局网络建设、平台搭建、
应用示范、产业发展，大步迈向“5G
时代”。

胡海俊说，目前鹰潭已建成 5G
基站 126 个，年底将建成 530 个，实
现主城区、龙虎山核心景区等重点区
域和热点应用场景的5G网络持续连
片覆盖。2020 年将建成 1000 个以
上5G基站，实现网络深度覆盖，网络
覆盖质量及密度走在全国前列。

作为一个内陆小城，如何破解
5G尖端人才和技术的难题？鹰潭的
答案是搭建高规格公共服务平台，聚
全国之智。近两年来，鹰潭市相继建
成中国信通院鹰潭物联网研究中心、
北航鹰潭研究院、华为（江西）物联网

云计算创新中心、5G 创新应用研究
中心等各类服务平台44个，集研发、
检测、认证、成果转化及物联网安全、
信息存储于一体，为鹰潭5G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

鹰潭还制定出台了《鹰潭市促
进 5G 创 新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9—2021 年）》，计划到 2021 年
建成 1500 个以上 5G 基站，满足不
同区域、不同场景的差异化 5G 网
络应用需求，移动物联网网络覆盖
密度、质量全国领先。同时，在产
业发展方面，重点支持智能水表、
智能穿戴、VR 眼镜、无人机、5G 模
组、智能网联汽车、大数据容灾备
份等物联网产业项目做全做大做
强，到 2021 年物联网相关产值达
1000 亿元。

赛迪顾问信息通信产业研究中
心分析师李朕表示，目前，多个省市
都发布了5G相关产业规划。比如，
北京已发布《北京市5G产业发展行
动方案（2019 年—2022 年）》，将加
快推动网络布局建设，以核心关键
技术自主可控为引领，构筑高端高
新的5G产业体系，拉动首都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全面升级；上海发布
了《关于加快推进本市5G网络建设
和应用的实施意见》，强调推进 5G
与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工控安全等
深度融合，打造若干5G建设和应用
先行示范区；深圳发布了《深圳市关
于率先实现 5G 基础设施全覆盖及
促进 5G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
施》，共提出了6个方面23条具体措
施，强调突出核心技术研发创新，打
造 5G 研发创新高地；济南发布了

《济南市促进5G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19—2021 年）》，提出在智能网

联汽车、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超
高清视频、智慧医疗、智慧旅游等典
型场景推进开展 5G 试点应用。此
外，河南、湖南、浙江、湖北、广东、辽
宁等省也纷纷发布了5G相关规划，
抢占5G发展先机。

按照运营商的布局，5G 网络覆
盖城市正在迅速增加。其中，中国移
动计划在2020 年内5G网络覆盖全
国各大地市；中国联通前期将先在北
京、上海、广州等 40 个城市开放 5G
网络；中国电信已经在北京、上海、雄
安、鹰潭等城市进行5G规模测试和
应用示范，并将在此基础上迅速扩大
到40 个以上城市；中国广电规划的
5G网络建设试点城市是16个，试验

网总投资在 24.9 亿元左右，并将在
2020 年 至 2021 年 完 成 所 有 城 市
覆盖。

“同时，尽管5G移动网络套餐价
格还未定，但预约用户已经开放，目
前已有超过 1000 万用户开始进行
业务咨询与预约，以在5G落地之时
抢先体验。”李朕说。

5G 对于经济的拉动才刚刚开
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
2020 年至 2025 年期间，我国 5G 商
用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将达10.6
万亿元，直接创造的经济增加值将达
3.3万亿元；间接拉动的经济总产出
约 24.8 万亿元，间接带动的经济增
加值可达8.4万亿元。

在业界经常讨论运营商5G建
设资金缺口大的同时，各地对于5G
的布局热情却持续高涨。的确，在
5G这一新型基础设施之上，新一代
信息技术集成汇聚，将催生多个万
亿元规模的新兴产业。因此，各地
更要注意共建共享，避免重复投资
和新一轮浪费。

5G 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机会。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
5G 网络建设正带动 5G 通信设备、
芯片、终端等上下游产业链加速前
进，掀起全社会投资 5G 及相关产
业的热潮。同时，5G 是全新的网
络架构，将构建产业转型升级的新

基础，与工业、交通、农业等垂直行
业广泛、深度融合，激发传统产业
新动能。

共建共享将是 5G 建设主旋
律。5G 建设投入巨大，非朝夕之
功。各地不应盲目布局，要找准区
域优势，先从热点地区启动，通过示
范带动，不断向前推进。当前，运营
商之间已经加强合作，比如中国联
通与中国电信已宣布开展5G网络
共建共享合作，将大幅减少重复投
资、重复建设，达到互利共赢。未来
还应有效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与
5G网络建设、分享5G发展成果，同
时加大5G基站资源共享力度。

各 地 竞 相 拥 抱 5G 新 蓝 海

共建共享 做大“蛋糕”

11月8日，游客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参加采摘活动。近日，湖南省怀
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柑橘喜获丰收，游客身着苗族传统服装与当地村
民一起采摘柑橘，感受丰收喜悦。 胡 斐摄（中经视觉）

橘 满 枝 头 丰 收 乐

11月10日，河北省遵化市东旧

寨镇合丰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农民

在筛选核桃。

初冬时节，在河北省遵化市东

旧寨镇，上万亩的核桃、板栗等山货

喜获丰收，农民们忙着收储、整理、

晾晒以待外销。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初冬时节农事忙

□ 本报记者 黄 鑫

□ 黄 鑫

（上接第一版）
本届进博会期间，苏宁旗下的

乐购仕中国与绿地商贸集团达成战
略合作协议，未来3年，绿地商贸计
划向乐购仕中国采购价值1亿美元
的产品，其中大部分将是日本市场
同步发售的新品。同时，双方还将
在拓展海外供应链、激发国内市场
等方面进一步合作，积极引进和推
广日本更多优秀品牌。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苏宁控股
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说：“进博会为企
业带来了很多难得的合作机遇，苏
宁愿用开放的态度、理念和精神，把
握好这些机遇，为促进全球贸易和
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中央企业在去年的基础上，进
一步加大了与各国企业的合作力
度，签约达成了一系列采购协议：南
方电网、国机集团、通用技术集团、
中国商飞等企业积极采购关键高端
设备；中核集团、国家电投、中广核
等企业积极开展国际多元化核能技
术合作；航天科技、航空工业集团等
企业与多家欧洲企业在航空航天领
域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

多位央企负责人都在进博会上
表达了这样一个态度：将与各国企业

“手拉手”，坚持开放合作，在自愿、平
等、互利原则基础上，努力谋求合作
的最大公约数，不断扩大共赢的利益
交汇点，共同把市场蛋糕做大。

开放创新带来澎湃动力

展会期间，漫步进博会展馆，各
种科幻般的技术和产品让人目不暇
接。在装备展区ABB集团展台，机
器人两条灵活的机械臂左右开弓，
把垃圾投入相应的分类垃圾桶，不
到3秒时间就完成了一件垃圾的分
类回收，成功分拣率接近 100%。
在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嘉吉公司展
台，可食用的美妆产品引来众多观
众围观，“柔滑可可洗手粉”混合了
葵花籽油、天然卵磷脂、麦芽糖糊精
等可食用级的原料，降低了美妆产
品的毒理性风险。

在科技生活展区松下电器公司
展台有一间“生命感应室”，在这里，
通过相关设备可以检测到人的心
率、呼吸频率，再通过 AI 传感器自
动调整房间内的照明、室温、湿度甚
至气味，营造出更舒适的睡眠环境。

众多“黑科技”闪耀进博会，其
中很多是首次公开展示。据初步统
计，第二届进博会期间，全球或中国
大陆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或服务
391件。进博会正逐步成为各行业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首选平台，也成
为窥见未来创新方向的重要窗口。

进博会成为创新展示高地的背
后，中国也正逐步成为很多跨国公
司创新的动力源。

阿斯利康公司在进博会上宣布，
将现有的上海研发平台升级为全球
研发中心，并成立AI创新中心。阿
斯利康全球首席执行官苏博科表示：

“中国正迅速成长为全球科研强国，
在阿斯利康全球研发版图的地位也
不断提升，我们致力于在中国开发孵

化更多本土乃至全球创新药物。”
在施耐德电气的创新版图中，

中国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我们
将继续扩大在研发和本地人才培养
方面的投入，将在 3 年内把在中国
的研发投入增加 50%。”施耐德电
气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尹
正说，“创新一直是施耐德电气的
DNA，现在，我们在中国的研发中
心的成果不仅服务于中国市场，也
开始走向全球。中国正在以创新驱
动发展，我们非常看好其中蕴藏的
巨大力量”。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市场”，
再到“中国创新”，中国对于全球企
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正愈发全面。

开放共享创造共赢未来

从全球企业到中国消费者，从
世界500强到“隐形冠军”和中小企
业，从发达国家到最不发达国家，各
类群体都在进博会上获益匪浅，享
受到了进博会红利。

今年进博会上，家乐福直接采
购金额达到1.5亿元，涵盖矿泉水、
奶制品、麦片、调味品及水果等多个
品类。家乐福表示，本次进博会上
所亮相的所有商品，将逐步进入家
乐福全国各线下门店，实现从“展品
到商品”的有效转换，走进更多中国
家庭，丰富消费者的餐桌和生活。

今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共组
织了 158 家日本企业集体参展，其
中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进博会实
实在在地为日本中小企业打开了中
国市场的大门。”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小栗道明说。

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合设
机构国际贸易中心组织了100家中
小企业来进博会寻找商机。国际贸
易中心执行主任冈萨雷斯表示，进
博会是各国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的绝佳平台，参加进博会有助于这
些企业了解中国消费者需求，提升
产品质量，增强企业竞争力。

今年进博会上，40个最不发达
国家的企业参加了企业展，每国拥
有两个免费标准展台。赞比亚野生
蜂蜜、布基纳法索手工艺品、坦桑尼
亚腰果、马达加斯加香草……不少
产品颇受采购商青睐。

世贸组织新闻发言人基斯·罗
克韦尔表示，进博会为最不发达国
家的企业带来的机遇让他印象深
刻，“中国政府把这些国家的公司带
到中国，介绍给中国和其他国家及
地区的企业家，为他们提供了参与
全球贸易的机会。中国非常清楚，
这是一条通往繁荣与和平的道路”。

进博会作为经济全球化公共产
品的形象和作用已经深入人心，让众
多企业深感不能缺席。尽管还有一
年时间，但目前已有230多家企业签
约报名第三届进博会企业展，其中世
界500强和龙头企业超过80家。

“我们对第三届进博会充满期
待。”爱茉莉太平洋集团中国区总裁
高祥钦表示，进博会展现的全球影响
力毋庸置疑，公司将继续借助这一平
台为行业发展作出更多积极贡献。

东 方 之 约 点 亮 世 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