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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9中国（北京）国际游
乐设施设备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
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本届展
会参展商达 700 余家，其中国际展
商占比 24.7%，携带创新产品的展
商占比 49.5%。展品覆盖主题公
园、景区景点、FEC、室内乐园、水上
乐园、动物园、古镇民宿、科技馆、
博物馆等旅游、游乐设备。

数据显示，我国去年实现国内
旅游人数55.39亿人次，旅游总收入
5.97万亿元，对GDP的综合贡献为
9.94 万 亿 元 ，占 GDP 总 量 的
11.04%，旅游业已成为国家战略性
支柱产业，且成快速增长态势。

中国游艺机游乐园协会会长姚
军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游乐行业
发展前景空前广阔，商机无限，是一
个充满文化创意与活力的朝阳产
业，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推动旅游产业经济高速增
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游艺机游

乐园协会通过展会活动，搭建优秀
品牌推广平台、信息沟通交流平台
和市场对接贸易平台，推动全产业
链精准对接，促进国际合作，进一步
深化游乐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产业升级、创新发展，进一步推
动中国游乐行业高质量发展。

海外展商注重文化+技术

当下游客越来越追求游玩的品
质，尤其希望孩子们玩得开心又增
长知识，因此厂商在运用先进技术
打造游乐设备的同时更注重赋予深
厚文化内涵。记者在现场注意到，
欧洲展商展示的展品皆含有丰富的
欧洲文化，既有 1900年代风格的旋
转木马艺术，又有德国虎士主题公
园浓缩欧洲经典建筑的惊险过山车
之旅，还有童话故事“一千零一夜”

“猫和老鼠”的情景展示。另外，有
来自动漫之国日本的NEC 将裸眼
3D建筑投影秀搬进展馆，4万流明、

真 4K双色激光工程投影机现场带
来的3D Mapping主题造景，营造了
在欧洲古堡与浩瀚海洋之间穿梭的
神奇效果。

有观众表示，置身欧洲展馆如
同置身童话世界，让人充满回忆。
世纪文化旅游集团执行副总裁保
罗·奥斯特豪特（Paul Osterhout）表
示，中国的文化旅游产业正处于蓬
勃发展的黄金期，创新是保持项目
独一无二、引领潮流的不二法门。

独具地方特色的乐园

浙江象山影视城、成都国色天
香水上乐园、楚雄太空奇幻主题乐
园、苏州乐园森林水世界……展会
现场还有众多独具地方特色的主
题乐园和设备展示。对于二三线
城市传统主题乐园的提升与发展，
甘肃西部欢乐园有限公司董事长
时军林认为，按经济规律和市场原
则确定价格体系是新经济形势下

的主题公园发展之路。要强化本
土优势、提升文化内涵，强化特色，
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要灵活经
营，提升主题的创新性及游客的参
与性、体验性。

陕西旅游集团岐山周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陇安
认为，旅游业态、散客规模、旅游目
的、文化创意的联动性等因素都是
景区需要考虑的情况，传统的假期
观光游、家庭游、团体休闲游等模式
正在向红色旅游、避暑旅游、冰雪旅
游、亲子游等多元的方式转变。

苏州高新旅游产业集团董事
长顾俊发认为，主题公园的服务和
技术需要顺应游客从“观光游”到

“度假游”的需求升级。

主题公园需要安全保障

安全是游乐行业的基石与生
命线，主题公园的可持续发展离不
开安全的保障。在技术进步的同

时，安全也得到同步提升。2018
年，政府新推了《大型游乐设施安
全规范》特种设备国家标准，修订
了大型游乐设施乘载系统的安全
要求，以进一步对标国际标准，提
高设备安全运行水平。

在展会同期举行的主题公园安
全运营论坛上，华强方特文化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陈祖尧
认为，制控、预防、巡检、培训、演练
等5方面是安全运营的着力点，安全
需要管理团队乃至全体员工提高认
知，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先其未
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
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
是安全管理的核心理念。

香港海洋公园公园管理及演
艺节目执行总监吴守坚表示，定期
检查及维修保养，做好预防工作、
定期演习、提高全体员工的重视度
等要素是确保乐园安全运营的有
效手段。

游乐设施设备展：娱乐与文化并重
■ 本报记者 苏旭辉

本报讯（记者 苏旭辉）近
日，第 15届国际真空展览会在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展品
覆盖真空获得、真空测量、真空
检漏和真空应用等领域，有
141家中外企业参展。

据了解，真空技术目前广
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各行业，如
航天航空、核工业、冶金及冶
炼、电工行业、环保行业、食品
和医药行业等等，也是为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提供重要设备的
行业。

展会现场有众多高精尖产
品亮相。超高真空测量是高端
真空装备的核心组成部分，中
国航天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
所带来的109 Pa-10-2 Pa的宽
量程超高真空计填补了国内同
类产品的市场空白。株式会社
大阪真空机器制作所展示了在
世界上首创的复合分子泵、世
界最大的涡轮分子泵TH25000
和对应极高真空的磁悬浮复
合分子泵。北京中科科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则展示了真
空检漏技术在半导体器件、核
电、燃气波纹管、空调制冷等
行业的应用。

为了推进科研成果转化，
展会特设高校展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展示的
电致变色材料及器件主要应用
于 3 个方向，即电致变色建筑
节能玻璃、柔性航天器智能热
控和红外迷彩与多频谱隐身。
北航电致变色研究中心负责人
介绍说，团队在对电致变色材
料及器件的研究基础上致力于
适用于工业化生产的电致变色
智能窗产品研发，希望寻求合
作企业，实现大面积电致变色
智能窗量产。北京大学带来的
小型飞行时间质谱仪，同样寻
求任何形式的成果转化。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
展，我国智慧农业产业得到快速推
进，逐步从单一品类向多品类转
变、从小型向中大型甚至特大型转
变、从试验研究阶段向示范应用甚
至商业化产业化发展阶段转变。

4月 1日至 3日，第七届北京国
际智慧农业装备与技术博览会在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展会集
合了科技农业智能装备、智慧农业
高新技术、智能灌溉、温室园艺、农
业物联网、植物工厂、智慧水务等
各方面农业高新技术等内容，吸引
了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余家
企业参展。

据组委会介绍，展会核心为
“高效、精准、智能”，将彰显现代科
技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支撑和保
障作用，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最新科
技成果提供发布、推广及应用的最
佳平台。

灌溉设备呼唤创新产品

我国是农业大国，然而农业技
术和装备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
较大。据统计，我国农业用水占总
用水量 62%，农业用水效率和水分
生产效率仅为 0.542和 1.5千克，较
发达国家0.7-0.8和2千克的水平还
有较大差距，节水增效潜力巨大。

本届展会的智能灌溉展区面积
最大，也最有人气，展品覆盖农业与
园林灌溉中的灌溉设备、工业排灌
设备、精准灌溉、微灌技术及设备、
滴灌技术及设备、喷灌技术及设备
等方方面面。

除了以色列带来的全球领先的
灌溉控制系统，国内展商几乎每家
都展示了灌溉设备。

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
副所长龚时宏看来，今年中央 1 号
文件指出要“推动重型农机、智慧
农业自主创新”，而普及灌溉设备
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产
微灌设备生产体系基本建成，门类

齐全，且国产设备基本取代进口，
并部分出口，水平比肩国际先进。

龚时宏认为，微灌设备开发应
用过程中存在产能过剩、低水平重
复多、现代农业发展呼唤新产品的
现状。具体表现为：自动控制和水
肥一体化设备发展较快、传统产品
提升发展较慢；大规模管道化微灌
发展较快、配套设备开发提升较
慢；新产品研发较快、系统化不足
形成生产力较慢；硬件产品开发较
快，真正融合专家系统的软件应用
较慢的现状。

龚时宏认为，建设以滴灌技术
为平台，农艺、农机及水肥一体化
等各类技术协同创新、共同形成的
农田节水高效的农业集成创新技
术模式、完整健康的工程体系，才
能保障系统运行稳定可靠，最终保
障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

技术创新推动乡村振兴

科技农业智能装备展区的智
能除草机器人、果蔬采摘机器人、
智能滴灌系统控制器、全智能温室
控制器，还有农业物联网展区的农
业物联网智能管控技术、农资电
商、农业信息通讯服务以及智慧水
务展区的地下水取水工程管理信
息系统等，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农场
未来的劳作场景。

在展会同期举行的第 12 届中
国智慧三农与乡村振兴高峰论坛
上，北京新型智慧农业研究院执行
院长李佳表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
既要发挥市场主体的决定性作用，
也需要相关政府、科研、企业、社会
组织共同参与，形成强大合力，跨
界合作、互利共赢、勇于创新、奋力
拼搏，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发展。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研究员李国祥认为，农村人居环境
治理是 2019 年乡村振兴的重点任
务，要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和公
共服务短板，不仅要解决投资主体
的问题也要重视维护工作，还要建
立建设、运营、维护一整套行之有
效的机制，以此让其真正运转并发
挥应有效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
研究员程会强认为，农村环保是全
国环保的最大短板。构建农村环
保体系，解决农村突出环境问题，
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保障，预
计未来中国环保在农村将有更大
的市场空间。

展会期间，北京新型智慧农业
研究院还联合中国农业机械化科
学研究院产业创新中心发起成立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综合服务平台。

北京智慧农业展：为传统农业插上技术羽翼
■ 本报记者 苏李

到医院挂号，有机器人全流程
导诊；借助 5G技术，偏远地区患者
可与大医院专家面对面；“未来手术
室”可自动调节温度、湿度……日
前，在武汉举办的首届世界大健康
博览会上的一批大健康领域黑科技
吸引了眼球。本届博览会充分体现
了“科技引领、健康未来”的主题。

导诊机器人方便用户生活

在博览会市民开放日，武汉同

济医院的导诊导医机器人——童童
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童童待人
热情、亲切，十分讨人喜欢，大家都
称它是可爱的小公主。“但我没有公
主病！”它回答。

同济医院门诊办公室主任李刚
介绍，到医院看病的患者，很多面临
分科挂号、就诊流程和位置的问
题。由于就诊人数太多，导诊人员
往往分身乏术。童童的主要功能是
智能分诊和位置导航。

据了解，患者可以通过语音、触
屏两种方式唤醒童童。只要有疑问
的患者根据屏幕中的人体图像点击
不适的部位，如头部、胸部、腹部等，
或者回答相关症状问题，童童就可
以智能提示患者应当选择的挂号科
室、科室位置、上班时间、医院排班
等信息。

同济医院信息管理科科长陈
妍妍说，童童目前能回答 1852 个
问题，还听得懂简单的武汉话。
该院为童童建立了数据库更新机
制，随时升级完善。随着知识库
不断扩大，童童今后还将实现健
康宣教、自助挂号、打印报告单等
功能，为患者提供更全面的就诊
服务。

未来手术室让治疗更精准

在武汉协和医院展区，“未来手
术室”吸引了众多眼球。据介绍，

“未来手术室”可根据每个专家的手
术特点，设置设备参数，满足精准治
疗需求，保障患者手术安全。 楚天
都市报记者萧颢摄

头上是蓝天白云，舒缓的音乐
萦绕耳边，患者躺在手术台上，放心

地接受手术治疗……在武汉协和医
院展区，一套“未来手术室”引来广
泛关注。

据协和医院手术室总护士长高
兴莲介绍，这种一体化手术室，其设
备参数可智能一体化控制，满足手
术治疗精准需求，实现一个专家指
导多台手术或多个专家进行多学科
会诊的模式，保障患者的手术安全
与质量。

此外，“未来手术室”还能根据
每个专家的手术特点，设计设备参
数，实现个性化需求，如调节灯光亮
度、室内温度、湿度等，让专家迅速
达到最佳工作状态。患者也可以自
主点播音乐，减轻手术时的恐惧感
和焦虑感。

目前，这套一体化手术室已在
协和医院投入使用。“患者选择在一
体化手术室做手术，不会额外增加
费用。”高兴莲说。

此外，科大讯飞、德国拜耳等世
界五百强企业还带来了众多前沿医
疗设备，如语音电子病历、辅助诊疗
系统、影像辅助诊疗系统、RAD高
压注射器、基因检测仪等，吸引了不
少体验者。

5G技术架起远程会诊桥梁

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展示体
验点，市民孙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指
引下，通过视频设备与该院皮肤科
副主任缪泽群连线，体验了远程

“就诊”。
经过诊治，孙先生确认患有“过

敏性皮炎”，缪泽群为他开具处方笺
并现场打印，孙先生用手机扫描二
维码支付了药费。缪泽群说，快递
员会把药品尽快送到孙先生家中。

从预约挂号到缴费查询，从咨
询会诊到药品寄送，这次“就诊”全
部由网络操作完成。孙先生表示，
只带一部手机就能实现一般性疾病
的“一条龙诊治”，真是太方便了。

据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信息中心
副主任李汉军介绍，该院与湖北省
40 多家基层医疗机构搭建了医疗
联合体。

今年，该院将在医疗联合体内
积极推进5G网络技术的使用，共享
病例资料，优化资源配置，把会诊、
转诊、培训等内容通过信息化渠道
落地落实，促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
惠及广大基层患者。

首届世界大健康博览会彰显黑科技
■ 李昌生

第15届真空展
在京举行

本报讯 国际人工智能与
智慧生活应用博览会将于4月
26 日 至 28 日 在 昆 明 举 办 。
AIAE智博会以“AI赋能·智慧
生 活“ 为 主 题 ，展 览 面 积 约
23000 平 方 米 ，设 标 准 展 位
1000 个，是一个集宣传展示、
贸易洽谈、技术交流为一体的
国际行业盛会。智博会设综合
展、专题展两大板块，将全面展
示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成果。

据智博会秘书处负责人介
绍，本届智博会将全面整合政、
学、研、产、用以及行业、商协
会等各方面的优势资源，着力
开展项目对接和合作。届时，
将邀请政府官员、专家学者、
企业高管等到会分享行业观
点，并吸引超过百家商协会组
成采购团及万名专业人士到
会参观交流。

展会还将举行人工智能产
业国际合作峰会、智慧医疗健
康高层峰会、智慧教育发展论
坛、智慧生活应用新成果新产
品发布会、智慧家庭空间美学
设计分享会、科技入滇招商引
资推介会等一系列活动。

（何塞）

本报讯 5月28日至30日，
由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西
安市政府主办的 2019 西安国
际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将在西
安绿地笔克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届时将集中展示国内国际
数字经济领域高水平科技创新
成果和技术。

以“打造经济新高地助推
数字大西安”为主题的 2019西
安国际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还
将举行 2019世界数字经济（西
安）创新发展高峰论坛、2019
中国（西安）数字经济创新创业
大赛、陕西省数字经济产业项
目合作签约仪式、2019陕西国
际数字经济产业展览展示。

（张维）

本报讯 由广东省有机农
业协会、广东省食品流通协会
等机构主办的 2019 深圳国际
生物发酵产品与技术装备展览
会将于 11 月 4 日至 6 日举办。
届时将邀请食品、医药、生物工
程、生物制药、实验室、科研院
校、饮料、饲料、生物发酵、糖
果、酿酒、乳制品、糕点、保健
品、功能性食品、冰淇淋和甜
点、面食加工、皮革、洗涤、纺
织、涂料化学试剂等行业的生
产企业代表参展。

目前我国生物发酵技术产
业规模不断壮大，一直保持着
较高增速，已成为国内经济的
一个重要增长点，并形成了一
批以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
珠三角地区为核心的生物发酵
产业聚集区。 （何进）

智博会即将在昆明开幕

西安5月举办
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

深圳将举办生物发酵
产品与技术装备展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第三
届中国（贵州）国际大健康产业
博览会暨大健康产业发展高峰
论坛发布会上获悉，本届博览
会将于 7月 12日至 14日举办，
届时将邀请大健康产业相关领
导、专家学者、企业家、采购团
参加相关论坛活动。

本届博览会将围绕医药、
医疗机构、医疗器械、养老、养
生、保健、体检、健身运动、健康
管理、互联网医疗、健康科技、
健康食品、健康旅游等方面全
方位招商和展示，推进“大数
据、大健康、大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助力大扶贫战略目标的
实现。

贵州高度重视大健康医药
产业发展，将大健康产业作为
大数据产业的“姊妹篇”，围绕
构建“医、养、健、管、游、食”大
健康全产业链，大健康产业发
展取得成就。截至目前，博览
会已经吸引近 150家大健康产
业相关企业报名参展。组委会
计划在会议期间筹办高峰论
坛、招商引资推介会、项目路演
发布等多项活动。 （牛弥）

贵州将于7月举办
大健康产业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