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智慧场景，你值得拥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崔国强 张 倩

中国率先复苏有助全球经济企稳
——访日本电气株式会社中国总代表兼NEC（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塚本武

本报记者 田 原

在服贸会现场展在服贸会现场展
区区，，运营商运营商、、制造行制造行
业业、、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农业种农业种
植植、、市政设计等领域参市政设计等领域参
观人员熙熙攘攘观人员熙熙攘攘。。记者记者
在现场发现在现场发现，，充满创新充满创新
思路思路““金点子金点子””的中国的中国
高科技高科技，，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
和工作变得如此轻松和工作变得如此轻松
美好美好。。

科技的进步离不开科技的进步离不开
网络网络，，而网络的质量和而网络的质量和
速度又决定着数字经济速度又决定着数字经济
发展的质量和速度发展的质量和速度。。我我
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
33GG““跟跑跟跑””、、44GG““并并
跑跑””的中国的中国，，在在 55GG 时时
代 实 现代 实 现 ““ 领 跑领 跑 ””。。 在在

““新基建新基建””的驱动下的驱动下，，
中国中国 55GG 建设已进入了建设已进入了
规模化部署与应用创新规模化部署与应用创新
落地的进程落地的进程，，55GG 基站基站
建设与用户数量创下历建设与用户数量创下历
史新高史新高，，55GG 作为新一作为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的代表性的代表性、、引领性技引领性技
术术，，是支持未来经济社是支持未来经济社
会发展的战略资源会发展的战略资源。。

在在 55GG 通信服务专通信服务专
题展区题展区，，记者真切感受记者真切感受
到我国基于生活到我国基于生活、、生产生产
场景的场景的 55GG 应用正在蓬应用正在蓬
勃发展勃发展，，低时延低时延、、高带高带
宽的宽的 55GG 技术可以帮助技术可以帮助
更多企业实现智能生更多企业实现智能生
产产，，帮助更多人拥有更加智能帮助更多人拥有更加智能、、便捷的网络便捷的网络
体验体验。。

作为高端智能装备和高新技术的代表作为高端智能装备和高新技术的代表，，机机
器人技术已成为衡量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器人技术已成为衡量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
水平的重要指标水平的重要指标。。本届服贸会邀请了众多机器本届服贸会邀请了众多机器
人和智能科技领域的顶级专家学者人和智能科技领域的顶级专家学者、、企业家企业家、、
投资人等投资人等，，开展全方位的技术交流和产业上下开展全方位的技术交流和产业上下
游合作游合作，，这对机器人与智能科技产业发展具有这对机器人与智能科技产业发展具有
积极作用积极作用。。

同时同时，，国外的机器人技术同样有很多值得国外的机器人技术同样有很多值得
学习之处学习之处，，需要中国与国外的制造企业互通有需要中国与国外的制造企业互通有
无无、、调剂余缺调剂余缺，，共同把机器人产业做大做强共同把机器人产业做大做强，，
成为全球各国人民生活和工作的好助手成为全球各国人民生活和工作的好助手。。

在科技领域在科技领域，，需要更大力度的扶持政策需要更大力度的扶持政策。。
对于科技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来说对于科技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来说，，培养人培养人
才才、、畅通创新障碍迫在眉睫畅通创新障碍迫在眉睫。。此外还需要完善此外还需要完善
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

未来已来未来已来，，拥抱高科技已是大势所趋拥抱高科技已是大势所趋。。在在
服务贸易众多领域之中服务贸易众多领域之中，，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
合作环境合作环境，，共同激活创新引领的合作动能共同激活创新引领的合作动能，，共共
同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同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将助力全球科技将助力全球科技
的蓬勃发展的蓬勃发展。。在科技力量的助推之下在科技力量的助推之下，，相信会相信会
有更多高科技产品涌现出来有更多高科技产品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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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在在 20202020 服贸会服贸会 55GG 通信服务展区通信服务展区，，

观众正体验观众正体验 55GG 高速网络现场音乐指挥高速网络现场音乐指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晶晶摄摄

图图②② 观众在观众在20202020服贸会服贸会55GG通信服务展通信服务展

区体验区体验55GG高速网络带来的仿真驾驶高速网络带来的仿真驾驶。。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晶晶摄摄

图图③③ 在在20202020服贸会服贸会55GG通信服务专题展通信服务专题展

区区，，观众正体验观众正体验““ARAR试衣镜试衣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崔国强崔国强摄摄

图图④④ 观众在观众在 20202020 服贸会服务机器人展服贸会服务机器人展

区参观区参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晶晶摄摄

图图⑤⑤ 观众在观众在20202020服贸会服务机器人展区服贸会服务机器人展区

参观医用机器人参观医用机器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晶晶摄摄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举办
期间，经济日报记者就中国经济复苏等话题，
专访了日本电气株式会社中国总代表兼
NEC（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塚本武。

记者：作为一家技术型跨国企业的中国
总代表，对参加此次服贸会有何期待？

塚本武：要想经济复苏，必须以数字化为
基础进行开放。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推动市
场开放和数字化的决心，让我深受鼓舞，并对
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近年来，中国一直处在全球数字化发展
的前列。尤其在应用数字化技术提供新服
务、构建新社会、强化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
新合作等方面，中国可以进一步发挥重要作
用。NEC是一家致力于数字化变革的跨国
公司，期待为这一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因

此，NEC将积极行动起来，希望能助力中
国数字化发展和全球经济复苏。

记者：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
塚本武：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全球

经济，相较日本等世界很多国家还在集
中精力应对疫情，中国已经在疫情防控
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率先实现复
苏，这有助于全球经济企稳。数字经济
增强中国经济韧性的作用显著提升。数
字化的一大特点是可以超越时空，实时
处理各种信息。

中国经验告诉我们，要想摆脱疫情的
负面影响，就需要加快推进数字化。全球
数字化发展较快，中国的数字化在实体经
济中已有很多实质进展。在中国举办这样
一个服务化、数字化的国际展会，对促进全

球数字化发展、对全球经济企稳和持续发展
均具有重大意义。

记者：基于上述认识，NEC此次参展有何
亮点和创新？

塚本武：NEC此次展出内容的亮点之一
就是“智慧养老”，这是NEC在中国重点发展
的业务。老龄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必须
要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之一。日本早于中国进
入老龄化社会，迄今为止采取了很多举措应
对。NEC希望能够把日本一些行之有效的解
决方案带到中国，通过信息通讯技术尤其是
数字化技术，助力中国解决老龄化社会带来
的一系列问题。

例如，面对疫情，老年人是需要高度关注
的人群，要为他们做好服务。运用数字化技
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关键在于远程技

术和虚拟技术的发展和应用，NEC此次展出
了一些养老方面的数字化产品。NEC还期
待以服贸会为平台，新建和强化合作伙伴关
系，共同为中国养老产业的快速发展作出
贡献。

记者：在进一步深耕中国市场方面，
NEC有哪些进一步规划？

塚本武：此次服贸会采取线上和线下结
合的方式举办，此次服贸会也证明，线上、远
程的方式提供服务非常适用于养老产业。
为此，NEC将结合自身优势尤其是丰富的产
业发展经验和解决方案，为耕耘中国市场、
服务中国客户而努力。NEC并不直接从事
养老产业，所以需要通过服贸会这样的国际
平台积极寻找合作伙伴，尤其是加强与中国
合作伙伴的合作。

走进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的5G通信服务专题展区和服务机器人专题
展区，“科技范”扑面而来。

在近2000平方米的“微缩5G世界”和
10800平方米的服务机器人专题展区里，参
观者可以看到，当生活和工作遇到高科技，就
产生了各种奇妙的“化学反应”。

科技生活“美美哒”

“戴上VR（虚拟现实）眼镜体验滑雪，感
觉很真实，我仿佛置身于高山滑雪场里！”在
中国移动展台，刚刚体验完VR游戏“奇幻滑
雪”的史斌感慨地说。

体验过程中，中国移动展区工作人员刘
易用双臂对史斌进行了扶持保护。“在游戏
中，体验者会沉浸在场景里，随着画面移动，
如果不扶着他，就会摔倒。”刘易说，这款云游
戏平台充分利用了5G和千兆网的大带宽、
低时延、大容量的特点，模拟真实滑雪场景。

在中国联通展台，一款“AR试衣镜”前
不少人驻足体验。“刚才体验了几款裙子的试
穿过程，挺好玩的！可以根据自己喜好选择
衣服，换衣服速度也很快！”刚带着女儿体验
完“AR试衣镜”的李静兴奋地说，站在“AR
试衣镜”屏幕前，可以实时看到衣服穿到身上
的效果，挥一挥手就可以更换。

“系统会自动识别性别，带到相应的男士
区或女士区去挑选或试穿衣服。”中国联通北
京分公司解决方案经理马雨佳说，“AR试衣
镜”现在包括婚纱、儿童、职业套装等服装类
型。如果觉得试穿效果不错，可以拍一张照
片作为留念或备选，掏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
可以把拍摄的照片下载到手机上，发微博或
微信朋友圈。如果有中意的衣服，扫描二维
码就可以订购。

乒乓球陪练机器人、儿童陪伴机器人、会
把脉的医疗机器人……置身服务机器人展
区，各种功能的机器人让参观者应接不暇。
走着走着飘来一阵饭菜的香味，油爆虾、西红
柿牛腩、毛豆虾仁……仔细寻找发现，原来这
一桌子美食都是由炒菜机器人做的。工作人
员介绍，它还会做八大菜系的3000多道菜。

目前不少公司都在深度挖掘家庭服务机
器人。“前两年开始流行的扫地机器人能迅速
走俏市场，就是因为市场需求强烈，很多人家
里需要这样一款设备来顶替人工。我们有针
对性地研发了炒菜和康养机器人，均具备语
音交互、视频交互、触摸交互等功能，能不断
发掘用户画像，产生机器思维，为用户提供更
好的服务。”北京康利优蓝机器人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裁叶宝华说。

生产制造“更聪明”

服务机器人不仅深耕接地气的衣食住行
领域，其他领域的应用也并不鲜见。智能消
防机器人、智能无人机、无人驾驶果园管理
机、无人驾驶高地缝喷杆机、农业采摘机器人
等，这些服务机器人在各领域的应用正逐步
拓展。

无需下地就能种地，随着智能农业的发
展，如今这样的梦想“照进”了现实。在青岛
悟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智慧农业管控云平台将地理信息系
统、作业管理系统、智能监测与管控、农业大
数据系统进行整合，实现了从云端对终端硬
件进行管理与控制。

悟牛智能运营总监房克说，劳动力结构
性短缺是农业面临的一大难题，智能化、无人
化是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人工智能及无人
驾驶、5G等新技术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
提供了技术支撑。悟牛智能将最新的技术与
传统农业进行深度融合，提出了在线种地这

一新方式，有效解决了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与
成本过高等问题。

在中兴通讯展台，前来咨询5G智能工
厂相关情况的参会企业负责人络绎不绝。“我
是一名来自制造行业的企业负责人，我期待
通过参加服贸会了解到一些智能工厂的解决
方案，能够更加高效组织生产。”一位参观者
告诉记者。

智慧城市更贴心

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垃圾分类
就是新时尚”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在中国
电信展区，不少人在参观中国电信的5G智
能环卫项目。

“5G 智能环卫项目结合了 5G、物联
网、大数据、云存储等技术，可以让小区居
民实现5种垃圾投放方式：感应投放、二维
码投放、刷卡投放、溯源投放和AI（人工
智能）语音投放。”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工
作人员张旸说。

“智慧城市离不开智慧交通和智慧驾驶，
我期待远程驾驶和自动驾驶技术能更快走入

我们的生活！”坐在北汽集团的基于5G的远
程驾驶系统体验模型里，参会者刘春妍说。

北汽研究总院工程师王化英告诉记
者，目前北汽集团已完成基于5G的远程
驾驶系统开发，依托5G的大带宽、低时
延、高可靠性特性，可通过远程智能驾
驶平台对远端车辆实现全向监控和智能
远程控制。“远程驾驶系统可以在自动
驾驶车辆GPS信号丢失、传感器感知
受限、车辆发生系统故障等多种紧急
情况下，实现远程监控、安全接
管。”王化英说。

“基于 5G的远程驾驶系统的
应用前景广阔。”王化英解释说，
复杂环境中驾驶员远程代替无人
驾驶车做出决策，可以提高无人
驾驶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通过引
入人为决策，可减少交通事故
和人员伤亡；在无人驾驶系统
出现问题时，驾驶员及时接
管，可以减轻甚至避免因系统
故障导致的对行人和车辆的
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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