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上“眼镜”，眼前瞬间闪
现出一方幽深的池塘，粼粼碧波
之中，鱼儿正悠然游动，转动视
角，东明草堂、范氏故居、藏书
楼等古迹一一呈现……借助虚拟
现实 （VR）、增强现实 （AR）、
介导现实 （MR） 等一系列前端
科技，第七届中国智慧城市技术
与应用产品博览会首次将书藏古
今的天一阁“搬”进了现场。

上周日，第七届智博会圆满
收官。三天来，300 余家参展企
业同台争艳，4.5 万名专业客商
寻觅商机，45个总投资 107亿元
的智慧城市项目签约落地。

“智慧盛宴”演绎未来生活

智博会是我市展示智慧城市
建设成果，演绎未来生活的重要
平台。作为历届智博会中国内外
知名企业集聚度最高的一届，本
届智博会期间，中国电信、中国
移动、中国联通、华为、百度、
阿里巴巴、腾讯、IBM 等 300余
家参展企业累计展出产品、应用
以及解决方案3000余项。

三大运营商纷纷聚焦物联
网；IBM推出模块化私有云解决
方案；阿里巴巴带来 ET 城市大
脑、ET 工业大脑；百度展示无
人车、人脸识别系统；慈星发布

“全成型织可穿电脑横机”……
在智博会期间，人工智能、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成了企业争
相展示的“香饽饽”。

在中国移动展位，智能停
车、水质监测、远程抄表、智能
井盖、智能光交箱、智能灯控等
10 余款物联网应用产品一字排
开，宣告着万物相连的时代已经
临近。未来，通过手机便能实时
控制路灯开关、亮度，节能又方
便；通过监控车辆行驶过程中的
各种参数，能保证车辆行驶安
全；当物联井盖丢失或上翘时，
物联井盖会自动报警，避免“城
市陷阱”的出现。

在阿里巴巴展位，全球规模
最大的公共 AI 系统——ET 城市
大脑向市民展示着它的智慧。据
介绍，该系统可对整个城市进行
实时分析，结合车辆的各类运行
数据，在一个虚拟的数字城市中
构建算法模型，通过机器学习不
断迭代优化，计算出更为“聪
明”的交通出行方案。

本届智博会期间举办的 11
场新品发布会同样精彩纷呈。11
场新品发布会中，中国四维、宁
波世游等 11 家企业现场发布了
15 款新、奇、特产品。其中，

“中移物联网”发布了4G智能运
动手表“AndWatch”，“宁波国
研 ” 发 布 了 “ 智 能 识 别 追 溯
秤”，“浙江优创”发布了智慧镜
面。

除了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
产品外，多款智能制造新产品也
在本届智博会上集中发布。其
中，舜宇发布了机械加工智能柔

性生产解决方案，新松发布了 4千
克轻量化工业机器人，宁波信研院
发布了极动云 （宁波物联网家电云
平台）。

为智能经济注入新动力

一个新的项目就是一个新的希
望。本届智博会期间，45 个智慧
城市项目花落甬城，涉及高端装
备、集成电路、智能制造、军民融
合、创业创新等热点领域，总投资
额 107 亿元。这 45 个智慧城市项
目，犹如在宁波大地播下了 45 颗
希望的种子，将为宁波新型智慧城
市建设和智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
力。

2011 年，IBM 物流行业解决
方案中心落户宁波；2012 年，宁
波市政府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共建智慧交通体系合作框架性
协议；2015 年，“新松机器人”项
目签约落户宁波……自首届智博会
以来，我市借助智博会平台累计引
进200个优质项目。

“大型企业、平台型企业的落
户，带动了我市云计算、物联网、
电子商务、信息服务、智能制造等
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我市智慧健
康、智慧物流、智慧交通等领域的
产业生态构建。”市经信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以“中兴通讯”为例，
借力该公司，“宁波通”手机 APP
在第三届智博会上成功亮相，并迅
速走进市民的生活。如今，“宁波
通”已成为市民出行的“利器”。
打开“宁波通”手机APP，市民便
可一览城市道路的车辆通行状况，
哪里拥堵、哪里通畅一目了然；输

入公交线路，市民还可实时查询公
交车的到站信息，提前规划出行线
路。

每年的智博会是参展企业拓展
业务的重要平台。本届智博会上，
三天的展览展示吸引专业客商逾
4.5 万人次，为参展企业带来了可
观的意向合作订单。如“新松机器
人”展台接待目标客户及市民近 2
万人次，与近 10 家企业达成初步
合作协议；“宁波世游”在新品发
布会现场与青海西宁市、舟山市普
陀区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智博会在为企业搭建合作平
台的同时，也是参展企业开阔视野
的良好时机。”市经信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7年来，一批宁波本土企
业依托智博会不断发展壮大。“海
伯集团”已连续 7 年参展，通过
智博会，该公司成功与中国科学
院宁波计算所、华数、美的、海
尔、大亚科技等国内知名企事业
单位达成战略合作，企业规模不
断扩张，并顺利转型；“软铸通
信”借力智博会不断成长，合作
领域遍布智慧健康、智能安防、智
慧教育等。

智慧城市建设，离不开新动能
的不断培育。2014 年，创客创业
大赛首次亮相智博会并成为智博会
的重要活动。三年来，创客创业大
赛已成功扶持智能科技类产品超
50个，其中90%成功落户宁波。本
届智博会期间，创客创业大赛汇聚
全国 300多个创业创新项目，最终

“前台机器人”等 8 个优质项目脱
颖而出。今年新举办的西电全球校
友创业大赛吸引了 200多个优秀创
业项目参赛，最终“低空安防探测
雷达”“工业物联网SCADA”等六
个项目获奖。其中，四个项目现场
签约落户宁波。

打造新型智慧城市标杆

作为智博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主题论坛是分享新思想、激荡新智
慧、传播新理念的重要平台。本届智
博会沿用往届“1+N”模式，安排了
1场智能经济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高峰论坛和分享经济论坛、信息消
费研讨会、全国窄带物联网技术与
应用合作论坛、2017 复杂产品智能
制造技术大会等16场主题分论坛。

三天时间里，中国工程院院士
潘云鹤、倪光南、李伯虎、吴建中，中
科院院士尹浩、央视特约军事评论
员尹卓少将，工信部原副部长杨学
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毛光烈等
120余位嘉宾，与来自西门子、航天
科工、百度、阿里巴巴、华为、中兴等
企业高管，围绕新经济、新业态、新
技术等发展热点，为宁波新型智慧
城市建设和智能经济发展传经送
宝。

台上嘉宾分享的是关于智能经
济与智慧技术的新趋势、新理念，而
新的智慧技术也在改造论坛的举办
方式，使论坛变得更加“聪明”。本
届智博会上，智能经济与人工智能
论坛、智慧教育论坛等论坛现场创
新应用了科大讯飞的听见系统，实
现人工智能实时速记。据介绍，该
系统可实现语音实时转化成文字，
正确率达到98%，并且可将语音同
时转换成日语、韩语、中文。

在智能经济与人工智能论坛现
场，嘉宾签到用上了人脸识别技
术。会场门口设置了4台50寸液晶
屏，屏幕上方有一个摄像头，与会
嘉宾只需在摄像头前停留几秒，系
统就会自动签到。

“通过借力智博会期间落地的
重大项目、平台以及创业项目，我
们将加速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努 力 打 造 新 型 智 慧 城 市 建 设 标
杆。”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根据最新发布的《宁波创建新型智
慧 城 市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7-
2019）》，下一步我市将建设集约
统筹的网络基础支撑体系，形成共
享开放的信息资源支撑体系，打造
跨部门跨层级的智慧综合应用体
系，发展融合创新的智能经济，力
争通过三年努力，将宁波
打造成国家新型智慧城市
标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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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首届智博会以
来，我市借助智博会平
台累计引进200个优质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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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零距离感知
宁波开放温度

工信部总工程师张峰

宁波要把握数字化机遇

宁波的智慧城市建设与探索一直
走在全国前列，并形成了宁波特有的
模式。宁波是全国首个“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以及首批信息消
费城市，我建议宁波强化新一代信息
技术在城市管理、服务、应急等各领
域的应用，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
间的协同发展。把握数字化机遇，顺
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积极推进数
字经济发展和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

国家信息中心主任程晓波

政企合作实现共赢

宁波正积极打造新型智慧城市。
我认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要与智慧产
业发展相结合，加强政府与企业间的
合作，实现共赢。同时，要让智慧城
市建设的成果更多地应用到民生项
目，为市民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
得好的信息服务，让智慧城市发展的
理念深入人心。此外，智慧城市建设
要以体制机制的创新为动力，用改革
的一小步换取未来发展的一大步。

工信部原副部长杨学山

聚焦制造业“智慧”

在智博会上，我看到了宁波智慧
城市建设的成效。宁波的智博会是在
智慧城市风靡全球的背景下举办的，
在全国数百个城市都在争夺“智慧”
时，宁波应考虑将智慧城市建设重点
放在制造业上。如何让制造业在大浪
淘沙中成功转型，是智慧城市建设的
核心问题。

（殷聪 整理）

借“智”快跑，宁波抢搭信息经济“高铁”
——写在第七届智博会闭幕之际

本届智博会期
间，45个智慧

城市项目花落甬城，
涉及高端装备、集成
电路、智能制造、军
民融合、创业创新等
热点领域，总投资额
107亿元。

“大型企业、平台
型企业的落户，带动
了我市云计算、物联
网、电子商务、信息
服务、智能制造等产
业的发展，也促进了
我市智慧健康、智慧
物流、智慧交通等领
域的产业生态构建。”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

根据最新发布的
《宁波创建新型智慧城
市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7- 2019） 》，我
市 力 争 通 过 三 年 努
力，把宁波打造成国
家新型智慧城市标杆
城市。

参观者体验一款VR游戏。

舜宇智能科技展厅成亮点。

智博会上一家公司生产的AGV小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