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
界
智
能
大
会

5th

2021年5月23日 星期日
责编：哈欣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2

■本报记者吴巧君

昨天，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闭幕，市工信局
相关负责人总结了此届大会呈现6个亮点。

本届大会恰逢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也适
逢天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
新征程的起步之年，大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世界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的重要论
述和致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贺信的精神，以“智
能新时代、赋能新发展、智构新格局”为主题，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打造了“会、展、赛+
智能体验”的国际化平台，在传播先进理念、促进
国际交流、深化战略合作、推动项目落地等方面
取得了一批丰硕成果。
“智能大会已不是天津的大会，而是中国的

大会、世界的大会，大会是向全世界推介天津、推
介中国的全新窗口。”该负责人说。

智慧天下 思想激荡
本届大会大咖云集，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

代表国家主办部委致辞，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李
智陞、日本神户市长久元喜造分别代表主宾国和
主宾城市，“云端”连线向大会表示祝贺。世界工
程组织联合会主席龚克、中国网总编辑王晓辉分
别主持上下半场高峰会，周济、雷军、陈肇雄、杨
元庆、刘庆峰、高文、杜占元、于旭波、历军、林毅
夫、奚丹、陈天石、王坚、周鸿祎、高大伟、图灵奖
得主约翰·霍普克罗夫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埃里克·马斯金等17位智能科技领域的优秀企
业家和学术权威发表演讲，针对智能时代的前沿
话题阐幽发微、激荡观点。
“特别是在网络直播的‘神助攻’下，全天高

峰会总浏览量达到13.9亿人次。通过‘百网同
播、千人同屏、亿人同观’，全球网友得以共享这
场高端思想盛宴。”该负责人说。

智聚展览凸显创新
本届智能科技展承袭前四届精粹，采取“云

上+实体”的模式，将241家参展单位汇聚在4.8
万平方米的展区，通过信创产业、科研与应用、智
能制造、智慧城市和交通、国际创新、智慧生活六
大展区，以及5G应用、智慧消费和智慧交通3个
体验区，全面展示智能科技为各个领域带来的全
新变化。新增设的信创产业展区，展示了华为、
麒麟、飞腾、360等领军企业为国家信息安全作出

的突出贡献；主宾国新加坡和主宾城市神户展
区，让观众进一步打开了国际视野；揭榜优胜成
果展区，让大家深切体会到自主创新、原始创新
的重大战略意义；大国重器展区，天津“智造”取
得的骄人成就让天津观众格外自豪。

智引赛事 活力迸发
本届大会共举办了5项以年度命名的赛事活

动。其中，世界智能驾驶挑战赛，已走过了5个年
头，作为国际参与最广泛、技术展示最前沿、验证标
准最先进的自动驾驶技术比赛，吸引了来自国内外
的143支专业赛队参赛。中国（天津）工业APP创
新应用大赛，在本届大会期间正式开赛，9月组织
线上决赛，聚力打造一批推广价值高、带动作用强
的工业互联网APP灯塔式案例，赋能制造业转型
升级。中国华录杯·数据湖算法大赛，大会期间进
行了初赛、复赛，9月举办决赛，致力于智慧城市真
实应用场景，呈现一场以数据为基础、以智能为基
调、以应用为导向的大数据算法盛宴。国际智能体
育大会，吸引了风靡世界的腾讯王者荣耀华北大区
赛首次落户天津，汇聚了大批电子竞技“高手”共聚
津门。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吸引了
美、俄、日、韩等10多个国家的800余名选手同场
竞技，成功打造了全球机器人顶尖赛事，向世界展
示了天津的“智能形象”。

智富体验魅力呈现
本届大会通过智慧港口、智慧城市、智能工

厂、智能交通、智能终端等多个板块活动，营造
全方位、深层次智能体验。突出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体验，设立智慧消费体验区，由阿里巴巴、
小米、海尔等多家企业推出智慧家居等多个消
费体验场景，让未来更多融入生活。突出
“5G+”最新成果体验，由中国联通展示，围绕
5G生活体验、智慧生产场景、行业生态体系等
方面，打造更具未来感的5G体验。突出趣味智
能体验项目，迷宫机器人首次亮相智能大会，吸
引了青少年朋友的目光，天津音乐学院的星空
人工智能实验乐团项目，将科技与音乐紧密结
合，让公众沉浸其中，充分体验智能科技带来的
全新视听享受。

前沿发布 成果丰硕
本届大会的18场平行论坛和12场主题论

坛不但有专家院士的学术观点，更突出智能科

技成果的总结发布，共面向全球发布报告、政
策、产品、技术等22项成果。其中，国家部委发
布成果6项，包括工信部发布的《人工智能揭榜
优胜成果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2021年）》《先进制造业集群专刊》等。天津市
发布了10项成果，包括《关于深入实施人才引
领战略 加快天津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天津市
智能科技产业发展年度报告（2021）》等。企业
和各区发布成果61项，包括360集团的《本地
安全大脑》、北京易华录的《数字视网膜产品白
皮书》、腾讯、中汽中心等联合发布《车联网先导
区技术标准实践白皮书》、特斯联《Titan系列智
能机器人》等。通过系列发布活动，推出助力智
能科技产业发展的扶持举措、惠企政策，展现智
能科技领域重大成果、前沿理念、创新应用和尖
端技术。

以智兴业 助力发展
本届大会开展了战略合作签约、揭牌、项目签

约、推介考察、双边会谈等系列活动，深化政企、企
企之间交流合作，持续助推产业发展。工信部领
导为天津（滨海新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
区、现代中药创新中心揭牌，支持天津为国家战略
作出先行先试探索。我市与中国科协、中国电子、
中国通用、联想集团、滴滴出行分别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深化电能源、光电技术、先进制造、医疗健
康、5G新基建、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和数字城市
等领域全方位合作。

大会期间，总计签约项目215个，总投资约
1057亿元人民币。签约项目类型高度契合智能
大会主题，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技术服务、高端装
备等新动能项目达到159个，占比76%。这些项
目的成功落地，为我市完善高端产业链，推动高质
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特别是为了加强国际间
友好合作，本届大会还首次举办了“2021中国·天
津城市治理国际论坛”，41个国家和组织的政要
使节齐聚天津，共商现代城市治理大计，深化国际
务实合作，进一步扩大了天津世界影响力和全球
“朋友圈”。

“连续举办五届世界智能大会，已经形成了世
界智能科技领域的天津品牌。大会有力焕发了城
市科学精神、促进了活力集聚、助推了产业升级、
加速了文化转型，充分展现天津前瞻开放的目光、
宽广包容的胸怀、务实创新的精神，全面打造了展
示天津作为、中国形象的‘新名片’。”该负责人说。

智慧天下以智兴业
——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呈现6个亮点

本报讯（记者王睿）昨日，天津新能
源产业（人才）联盟在滨海高新区成立，
构建起“研发—转化—产业化”的全创新
链条，加快推进产业一体化布局和各类
高端要素对接，促进天津市新能源产业
和人才同步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滨
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出席并讲话。
连茂君指出，新能源产业是天津市

主导产业之一，也是滨海新区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要加快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
量发展，力争在2030年前提前实现非化
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25%的目
标。把握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与全力推
进新能源发电和应用两大重点方向，构
建锂、光、风、氢四大主导产业链条，探索

推广立体式、综合化能源解决方案。打
造港、产、城三大应用场景，建设新能源
多元化应用体系。提供人才政策、应用
政策、采购政策、配套政策四大政策服
务，全力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真正把联
盟打造成助推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和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龙头之盟、领军之盟。

据了解，天津新能源产业（人才）联
盟是在天津市工信局指导下，由滨海高
新区发起，联合天津市新能源产业龙头
企业、高校院所、科研机构、人才服务机
构等，组成的专业性、多元性、非营利性
联盟，将围绕新能源产业搭建人才创新
创业、合作交流平台，服务京津冀协同
发展。

本报讯（记者吴巧君）昨天，第五届
世界智能大会宣布闭幕。副市长王卫东
总结了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举办情况，
并发出了下一届世界智能大会的邀请。
闭幕式在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

龚克与20年前的虚拟龚克同台对话中
开启，这个利用“跨年龄人脸识别”和“语
音合成”技术还原出来的“年轻”龚克让
整个闭幕式充满炫酷科技范儿。“人民科
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嫦娥一号”
卫星总设计师兼总指挥、我国空间科学
与深空探测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叶培建连线参与。
本届大会是首次采用“线上线下”融

合模式打造的高端盛会，与前四届大会

相比，形式更新颖、内容更丰富、成果更
丰硕。举办了2场高峰会、18场平行论
坛，开展了“智能科技展”、5项年度赛事、
智能体验、城市治理国际论坛、科技周等
一系列活动，打造了“会展赛+智能体验”
的全新平台，在传播先进理念、促进国际
交流、深化战略合作、推动项目落地等方
面取得丰硕成果。开幕当天的高峰会总
浏览量达到13.9亿人次，全球网友通过
“百网同播、千人同屏、亿人同观”共享思
想盛宴。

闭幕式上，发布了《中国新一代人工
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报告》《中国新一代人
工智能科技区域竞争力指数报告》《天津
市智能科技产业发展年度报告（2021）》。

天津新能源产业（人才）联盟成立

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昨日闭幕
闭幕式充满炫酷科技范儿

智慧体验人气爆棚
——智能科技展社会公众开放日首日见闻

■本报记者马晓冬

昨天是智能科技展向社会公众开放的第一
天，梅江会展中心迎来了众多前来参观的市民，据
统计，全天的入场人数超过了7万人次。

记者昨天来到登录大厅时，一个展台被围得
里三层外三层，人们目光的焦点是一场铁甲格斗表
演赛，两台机器人正在赛场中“缠斗”，不时发出碰
撞声，场面十分激烈。

参展商玄智科技的品牌主管丛嘉瑶介绍，此
次参与比赛的都是1.5公斤以下的铁甲，由全国
各地的专业选手现场表演，同时，这里还展示了
“深海巨鲨”等“明星”格斗机器人。

来自福建的“破锋”战队队长王佳青就是专
业选手之一，他告诉记者，对抗性的表现形式带
来了非常直观的体验，展会前两天这里就吸引了
众多专业观众。“铁甲格斗是一种无限制的比赛，
给选手很宽泛的发挥空间，设计、制作、加工等都
由自己完成，鼓励大家把天马行空的想象变成现
实。”王佳青说。

观众张先生也被激烈的比赛吸引，他还把女
儿带到了展台前。“今天是开放日，想带孩子来看
一下智能科技。我知道国外有这种铁甲，现在国
内也做得越来越好了，还引入了铁甲格斗的比
赛，已经有了成长的土壤，我觉得以后这种竞技
类的项目会发展得很好。”他表示，“希望从小给
孩子培养兴趣，将来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智能科
技，为我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采访中，张先生的女儿也在一旁积极回应：
“比赛特别有意思，我将来要做一个‘设计师’，设
计机器人和飞机！”

在中学任教的杨女士最为关注教育领域，
记者见到她时，她正戴着耳机在科大讯飞的展
台体验英语听说教考平台。“这种平台很方便，
随着科技的发展，孩子们使用起来会更加便捷，
学习的形式更多样，比传统的教学内容更丰
富。”她认为，此类新科技未来可以慢慢引入教
学过程，但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试了一下，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

咱们的传统模式还是重视笔试，这个侧重的是听

力和口语。”杨女士告诉记者，她计划和朋友多逛
一些展厅，了解更多的智能技术。

轻点屏幕，改变眉形、学习眼线的画法……小
郭和小蔡是来自天津科技大学食品质量与安全专
业的学生，除了生产领域的前沿技术，贴近生活的
智能科技也是她们感兴趣的内容。“比如我们刚刚
试了智能化妆镜，它像是给人提供了指南，对着镜
子就能告诉你在哪里化、对你的妆容提出建议。
如果放在美妆店里，也会比较吸引人。”小郭说，
“平时大众可能接触不到这些最新的高科技产品，
有了智能科技展，大家就能更加直接地体验到现
代科技的发展成果。”

未来，越来越多的智能科技将走出展厅、走进
生活。记者了解到，昨天，融创华北就和参展商玄
智科技签订了合作协议，将共同打造“新知空间”，
设置新知机器人学堂、新知机器人竞赛、新知科技
潮玩等科技和教育服务项，在社区里建立起科普教
育平台。

今天是智能科技展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
想体验科技魅力的市民千万不要错过。

本报讯（记者王睿）日前，滨海新区
在梅江会展中心举办“美丽滨城欢迎
您”滨海新区宣传推介会，向参加第五
届世界智能大会的企业家和嘉宾介绍
滨海新区营商环境，展示美丽滨城建设
成果。

滨海新区大力实施人才强区战略，
发挥区位优势、搭建发展舞台、集成政
策效应、优化服务环境，全力打造生态
之城、智慧之城、港产城融合之城、宜居
宜业之城，让滨海新区成为就业乐土、
创业热土、兴业沃土。为吸引企业入
驻，滨海新区讲诚信、有效率、有作为、

既清又亲，且勇于创新，把服务好企业摆
在首位，不为不办找理由、只为办好想办
法，放权赋能，实现人才项目流程最短、
落地最快、效率最高。记者了解到，在滨
海新区，企业开办1天办结、投资项目
40个工作日、网上纳税“秒办”、天津港
进口整体通关29.82小时，此外，一枚印
章管审批、承诺拿地即开工、信用承诺分
级审批……目的就是要让企业痛痛快快
办成事，营造办事方便、法制良好、成本
竞争力强、生态宜居的一流营商环境，让
有创新梦想的人能够心无旁骛、无后顾
之忧地在滨海新区干事创业。

“美丽滨城欢迎您”
滨海新区向世界智能大会嘉宾推介营商环境

两大机器人世界杯赛事圆满落幕
本报讯（记者 陈璠）昨天下午，

2021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暨
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在
天津港保税区空港体育中心圆满落
幕。两天来，200余支参赛队通过“线上
线下”同步比拼的方式，为观众带来一
场机器人大赛顶级盛宴。

据了解，此次共有128支代表队竞
争2021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
10个赛项的冠亚季军，75支代表队竞争
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2个
赛项8个子赛项的冠亚季军。

最终，2021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
中国赛的10个赛项产生冠亚季军共28
个。RoboCup足球机器人类人组冠军由

浙江大学ZJUDancer队卫冕；中型组冠
军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Water队斩获；观
赏性最强的标准平台组被同济大学
TJArk队收入囊中；RoboCup救援机器
人组和家庭组分别被国防科技大学
NuBot-Rescue队和同济大学TJARK
队蟾宫折桂。此外，2021亚太机器人世
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2个赛项的8个子赛
项产生冠亚季军共19个（此成绩为现场
比赛成绩，国外线上参赛成绩尚在统计
中），其中，来自天津41中学的YouSee-
Shen队获得RCAP CoSpace 智能搜救
新秀赛U12组冠军；深圳福田区石厦小学
代表队斩获RCAP CoSpace 智能驾驶
新秀赛组冠军。

本报讯（记者张璐）昨天，天津市第
35届科技周活动开幕式在梅江会展中心
N4展厅举行。“人工智能+百年党史”的
奇妙组合，让观众们通过寓教于乐的人
工智能技术，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课。

本届科技周于5月22日至28日举
办。活动现场设置了“百年回望”“全域科
普”“智能科技教育”三个板块，通过VR、
AR、虚拟直播等贴近群众、互动性强的智
能体验形式，展现智能科技对学习、生活、
工作全方位赋能，吸引市民走近智能大
会、走近全域科普、走近数字社会。

在“百年回望”板块，现场展示了
“东方红一号”备用星、“神舟四号”返回
舱等科技文物以及有趣的科创作品、数
字展品。在“全域科普”板块，智慧医

养、垃圾分类等流动科技馆展品构成一
个智能化科普样板间场景，让市民亲身
体验各种社区智能科普服务。在“智能
科技教育”板块，空地机器人对战、机器
人工程挑战、线上虚拟机器人编程赛、积
木作品展等丰富的智能科技教育活动备
受青少年和家长的欢迎。20余家国内
顶尖企业首次联袂在津组织展览，表明
智能科技教育企业正在天津加速集聚，
助推天津科普产业集群化发展。

据市科协有关负责人介绍，科技周期
间，全市各区、各系统、各单位将组织开展
“众心向党”“全域科普”“智能时代”“数字
社会”四个系列活动，其中市级重点活动
30项、区级示范活动25项，各级各类科技
科普活动3300余项，200余万人参加。

天津市第35届科技周活动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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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132期3D开奖公告

6 8 8
天津投注总额：507430507430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三

125注
172注

1040元
346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