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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人工智能如何推动科技跨越发展、
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对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全球治理等方面有哪些重大而深远
的影响？

拥抱智能新时代、打造智能新经济、创造
智能新生活，正在天津召开的第三届世界智能
大会上，新的蓝图徐徐铺展，一个科技感十足
的智能未来正向人们走来。

大潮已来：拥抱智能新时代

智能机器人自信地“走上”舞台担纲主持；
无人车在测试道路上完成一系列动作，司机却
稳坐千里之外；戴上 VR 飞行眼镜，体验者便可
俯瞰锦绣山河……置身世界智能大会会场，科
技感十足的各类人工智能应用新场景让人目
不暇接。

“智能时代的大潮正在来临。”浪潮集团董
事长孙丕恕说，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技术的快速迭代和深度应用，正推动社会转
型，越来越多企业搭上智能科技快车，实现发
展的跃升。

“人工智能正在逼近突破应用与广泛渗透的
拐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林念修说。

与会专家表示，人工智能嵌入到人类社会
生活中，能有效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提升
社会服务和治理水平，更好造福人民。

“人工智能既是一项技术，更是各行各业的
倍增器，智能科技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为
传统产业插上人工智能的翅膀。”孙丕恕说。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到 2030 年，人
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启动实施人工智能重大项目、推动人工智
能学科建设、布局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实验
区……一系列“中国方案”，强化了人工智能基
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促进人工智能与经济
社会的高度融合。

智能时代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科技
部部长王志刚表示，我国始终秉承开放合作的
态度，希望与各国携手探索人工智能的科学前
沿，共同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共同开展
人工智能重大国际共性问题的研究。

拓宽赛道：打造智能新经济

夜幕下，500 架无人机缓缓升空；星点斑
斓，好似琴弦上跳动的音符，时而拼成智能大
会标识，时而又幻化成人形光影……这一切，
全都在一名工作人员“指挥”下完成。

无人机群大放异彩的背后，是一支科技新

力量的诞生。“我们完成了上万架次的无人机飞
行表演。”一飞智控市场总监罗舒月告诉记者，
近年来一飞智控估值增长近百倍，成为为数不
多的行业头部企业。

新智能呼唤新应用，新应用创造新经济。
科大讯飞的“讯飞听见”通过了国家翻译师

资格考试；360 网络安全大脑用“大数据+人工
智能”助力信息安全……姹紫嫣红的智能新经
济竞相绽放。《 2018世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蓝
皮书》显示，截至去年上半年，全球范围内共检
测到 4998家人工智能企业。其中，中国有 1040
家，排在了第二位。

智能科技无疑是投融资的热点焦点。2018
年，我国人工智能领域融资额高达 1311 亿元。
预计到 2030 年，人工智能将为全球带来 15 . 7
万亿美元的经济收入。

无人驾驶激活汽车产业，智能手臂再造智
慧工厂，刷脸支付重塑零售业态……智能科技
加速赋能传统产业，让更多传统企业得以拥抱
智能大时代。

工作人员坐在仿真驾驶室内，通过天津现
场的实时定位地图判断路况信息，远程驾驶

1000 多公里外武汉的一辆汽车。大唐移动通信
设备有限公司的这项技术依靠 5G 通信实现，
信号传输的全过程延时控制在 1 毫秒以内。

“智能科技将给商业机构和企业带来经济
增长与价值提升。”91 科技集团董事长许泽玮
认为，智能的进步将创造巨大社会价值，让人们
享受更便捷的服务。

共享红利：创造智能新生活

用耳机“语音对话点歌”，彻底解放双手和
眼睛；讯飞 OS 为音箱、电视、车载系统插上“智
能之翼”……

“在过去一年中，人工智能领域有着许多令
人欣喜的进步，有些甚至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表示，2019 年可以被视
为人工智能应用红利的兑现年，人工智能已经
进入了规模化应用的落地期。

无智能，不生活。从手机里的导航语音助
手，到如今无处不在的人脸识别、无人驾驶，再
到万物互联的智慧城市，智能科技早已走出实
验室，与大众生活紧紧贴合在了一起。

图灵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约
翰·霍普克罗夫特表示，智能科技正帮助人们
从繁重、重复性、高风险的劳动中解脱出来。

5G 通信技术与传统的中医相交会迸发
出怎样的火花？中国移动依托大带宽、低时延
等特性，通过 5G 技术让中医诊断回归“望、
闻、问、切”的传统，信息采集仪和 4K 图像信
息采集系统能够将患者舌象、面象、脉象、经
络等信息实时传到医院，史书中的“悬丝诊
脉”场景重现。

智能科技还应用到扶贫领域。在云账户
大会展台内，十余块屏幕上跳动着全国贫困
地区自由职业者的就业分布、收入数据及变
化情况。通过搭建大数据共享平台，贫困地区
群众找工作将更为便利。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 5G 网络的结
合，会让以前觉得难以实现的事情变得简
单。”南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史广顺
说，这将催生更多创新应用及业态，带动社会
治理的变革，进一步惠及民生。

(记者刘元旭、胡喆、毛振华、张泉、付光
宇、黄江林) 新华社天津 5 月 17 日电

世界智能大会释放哪些新信号
新华社纽约 5 月 16 日电(记

者长远)知名美籍华人建筑师贝
聿铭 16 日在纽约曼哈顿一家医
院逝世，享年 102 岁。

美国肯尼迪图书馆、美国国
家美术馆东馆、法国卢浮宫扩建
工程、北京香山饭店、苏州博物馆
新馆……贝聿铭一生留给了世人
一幢幢无与伦比的精美建筑，拿
下众多建筑界的重头奖项，被不
少媒体称为“现代主义建筑最后
的大师”。

少年结下建筑情缘

贝聿铭 1917 年生于广州，年
少时光多在香港和上海度过。中
国有句古话叫“富不过三代”，但
贝家早在明朝已是在苏州经营中
医药的大户，到了清末民初又开
始涉足金融业。父亲贝祖贻为银
行家，1919 年到香港创办中国银
行香港分行。

苏州知名园林“狮子林”是贝
家祖宅，小时的贝聿铭通常会在
暑假回去居住。穿梭在亭台、回
廊、奇石和竹林之间，“狮子林”赋
予了他对建筑最初的审美和灵
感。成名后，他曾赞叹苏州园林的
迂回曲折之美，认为其在有限空
间内给人无限遐想，并称这成为
他个人创造力的启蒙。

随家人搬到上海居住后，贝
聿铭见证了上海国际饭店的拔地
而起。他曾告诉媒体：“我被它(上
海国际饭店)的高度深深地吸引
了，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想做建筑
师。”

18 岁时，贝聿铭赴美留学，
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
学习建筑学。毕业后，他先是在一
家地产开发公司担任建筑总监，
后来又成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务
所。贝聿铭多采用混凝土和玻璃
建造自己的作品，善于运用几何
图形与光线的自然结合。他曾说，
光线是建筑设计最核心的元素，
技术和材料都是其次的。

创造杰作享誉世界

由于主持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和肯尼迪图书馆等
知名建筑的设计，贝聿铭于 1983 年获得建筑界最高奖
项普利兹克奖。大奖评委会认为，贝聿铭的建筑体现了
对现代主义的信仰，并因精妙的细节、抒情性和美感而
被赋予人性化特色。

令贝聿铭更加声名远扬的是巴黎卢浮宫扩建工
程。卢浮宫入口处现代主义风格的玻璃金字塔，被公认
是贝聿铭的代表作之一，如今与作为世界著名博物馆
的卢浮宫一道成为法国首都巴黎的地标景点。

然而，玻璃金字塔 1989 年落成以前，其设计理念
曾遭受巨大非议。许多法国人认为贝聿铭富有现代感
的设计会毁掉这座历史遗产。好在他得到了时任法国
总统密特朗的大力支持。

当工程完工后，舆论风向从争议转向赞美。贝聿铭
曾说：“如果要我说一件我确定自己没有搞砸的事情，
那就是卢浮宫。”

卢浮宫馆长让-吕克·马蒂内认为，玻璃金字塔是
卢浮宫重振雄风的转折点。“在全世界的博物馆中，只
有卢浮宫的入口本身堪为艺术品。”

一生难改“中国气质”

尽管 18 岁就远离故土，长期生活在美国，但贝聿铭
一直认为，自己骨子里还是中国人。1974 年，阔别故土
数十载的贝聿铭首次回国寻根，拜祭祖先。看到当时的
中国建筑师多效仿东欧和苏联建筑，他认真地劝诫他们
多多回望自己的历史，从中国传统建筑中学习借鉴。

晚年，贝聿铭接手了不少中国的建筑项目，如中国
银行总部大厦、北京香山饭店、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等。
贝聿铭还为自己的老家苏州设计了苏州博物馆新馆，
并将其称为“最亲爱的小女儿”。在 2006 年的开馆庆典
上，贝聿铭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也是苏州人，希望
这个建筑能给苏州，给中国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贝聿铭有三个儿子，名字分别为贝定中、贝建中、
贝礼中，唯一的女儿名为贝莲。贝建中曾在访谈中说，
在美国长大并不意味着不了解中国。

1990 年，贝聿铭和其他知名美籍华人一起在纽约
成立了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以推动美籍华人
全面参与美国社会生活并促进中美之间建设性关系的
发展。

5 月 16 日，中国驻美大使馆在获悉贝聿铭去世的
消息后发表哀悼声明，高度评价了贝聿铭的贡献：“贝
老卓越的建筑设计对世界建筑史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
献。作为美籍华人，贝老终身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
间的相互了解，增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其杰作之一，中
国驻美国大使馆馆舍堪称东西合璧的典范，彰显了持
久友谊和共同未来。我们深切感怀贝老的建筑遗产及
对世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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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2012 年 7 月 14 日，在法国巴黎卢浮宫的
玻璃金字塔上空，“法兰西巡逻兵”飞行表演队在国庆
阅兵式上进行飞行表演。由贝聿铭设计的卢浮宫玻璃
金字塔入口于 1989 年投入使用。

新华社发（埃蒂安·洛朗摄）

（上接 1 版）江西省赣州市退休党员陈志
坚，带着 83 岁的父亲和刚上小学的孙女来到
沙洲村，一室一物都看得仔细。他感慨道：“不
论教育党员不忘为民初心，还是教育小孩懂
得感恩，‘半条被子’的故事都是最好的教材。”

践行使命：干群协力脱贫攻坚

沙洲村后山，枇杷、奈李、水晶梨等果树漫
山遍野。正值枇杷成熟季节，贫困户朱利志召集
村民直接在果园装箱，发往广东、浙江等地。虽
然忙，朱利志却满脸笑容：“今年两亩枇杷，赚了
6000 多元。”

枇杷种植是全县的扶贫项目。2001 年，汝
城县鼓励发展枇杷种植，沙洲村引进 6000 多
株。现在，枇杷已经成为全村收益最好的农业项
目之一。

朱利志属因病致贫户，母亲和妻子都有病。
现在除了种水果，他还开了商店，并在村里当护
林员，去年全家收入 6 万多元。他说：“没有脱贫

攻坚，就没有沙洲今天这么好的生活。”
2017 年，沙洲村建起光伏扶贫电站，去年

为全村 7户深度贫困户发放 2 万余元。
来沙洲的游客多了，村“两委”征得村民同

意，整合扶贫资金，建起了扶贫旅游农庄。每年
租金收益 14 . 5 万元，其中，5 万余元用于帮扶
贫困户，2 万余元作为全体村民医疗保险补
贴。

今年 76 岁的村民朱求养，独居，多病，没有
劳动能力，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现在，包括养老
金、低保金、光伏电站和旅游农庄帮扶资金在
内，老人一年收入超过 8000 元。

截至 2018 年底，沙洲村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 12000 多元，贫困户 30 户 93 人全部脱
贫。

一诺千金：创造美好新生活

朱中雄记得，母亲对 3 名红军女战士念念
不忘，生前时常在村口张望。

“共产党人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留给
老百姓的精神，需要我们始终践行；当年女红军
作出的承诺，需要我们积极兑现。”汝城县委书
记黄四平说。

过去，沙洲村民用的是山垄水，走的是黄泥
路，住的是烂泥房。2017 年，沙洲村着手建设红
色旅游景区，铺设管网、栽种花草树木、安装路
灯、修缮民居、新建道路……短短时间内，村子
面貌焕然一新。

建档立卡贫困户朱海忠，原来住的平房只

有 30 多平方米。“过年时儿女都不敢回家”。
2018 年 2 月，他搬进集中联建的三层小洋
楼，现在已有富余房间开办民宿。

25 岁的朱世伟，在广东工作多年。景区
建设之初，朱世伟回到沙洲村“迷了路”。家乡
巨变，让他惊喜。他辞去外边的工作，回村办
起了第一家烧烤夜宵店。

为确保村民端稳“旅游饭”，汝城县在沙
洲村组织了旅游从业、厨师技能、水果栽培等
培训。

村民朱小勇曾任沙洲村党支部书记，他
憧憬村子的美好未来，13 年前编写了《沙洲
生态旅游示范村建设可行性报告》，发展乡村
旅游、红色旅游都在其中。翻看着这份手写的
报告，朱小勇无比感慨：“没想到，梦想这么快
就实现了。我们发自内心地感谢共产党，感谢
徐解秀老人与 3 名女红军的不解之缘。”

“解放后，妈妈常讲，听党话、跟党走，肯
定有好日子过。现在的日子，是过去做梦都想
不到的。”朱中雄说。新华社长沙 5 月 17 日电

新华社上海 5 月 17 日电(记者李荣)上海
17 日在嘉定建立新一代数据库与人工智能研
究中心，支撑在嘉定工业区打造智慧工业互联
网园区，加快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培育区域经济新增长点。

据了解，此次在上海嘉定工业区落地成立的
新一代数据库与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由上海市
嘉定区政府、国家信息中心数字中国研究院与
柏睿数据科技共同建立，可提供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数据处理和大数据实时分析技术，带动
中国数据库向国际标准转化。而嘉定工业区丰
富的应用场景，也能够提供试验场，加快国内对
海量大数据在精准处理分析方面的技术突破。

人工智能正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之一。作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上
海市嘉定工业区此次规划打造智慧工业互联
网园区，推动实体企业实行产业转型升级，形
成基于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零
售等领域的应用场景，通过基金引导等多元途
径，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应用推广。

据介绍，嘉定工业区聚焦重点领域、关键
环节，着力引进培育人工智能产业链上拥有
核心技术的龙头企业，逐步形成人工智能的
跨界融合生态，搭建技术交流、产业交流、人
才交流的公共平台，促进共性技术的研发联
动和上下游企业的创新协同。

上海建立新一代数据库与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 5 月 16 日，机器人泰坦在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高峰会上亮相。 新华社记者岳月伟摄

新华社天津 5 月 17 日电(记者毛振华)人工
智能正改变着科技进步、产业变革、经济发展的
方方面面。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过度渗透及无
序发展带来的风险也在被放大。正在天津举办
的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
透露，我国正加快研究起草人工智能治理准则，

同时秉持开放态度，与各国携手迎接共性挑战。
“今年科技部宣布成立新一代人工智能治

理专业委员会，目前正在加紧研究起草人工智
能治理准则，近期将向全社会发布。”王志刚表
示，人工智能仍是一个新兴领域，正处于从实验
室走向产业化的起步阶段，还面临一系列挑战，

还有许多基础性的科技难题没有突破。
与会专家们表示，未来要实现人工智能健

康发展，需充分汇聚各方和多学科的力量。尤其
是在基础理论、算法与软件、高端芯片、关键零
部件等方面取得突破。

王志刚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必将汇聚全

球，也将给各国带来新的挑战，中国始终秉承
开放合作的态度发展人工智能，希望与各国携
手探索人工智能的科学前沿，共同推动人工智
能的创新应用，共同开展人工智能重大国际共
性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法律法规、伦理规范、
国际规则等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加强合作。

我国正加快研究起草人工智能治理准则防范风险

据新华社上海电(记者龚雯)继新材料、机
器人、智能驾驶后，15 日，长三角 G60 科创走
廊第六个产业联盟——— 人工智能产业联盟在
上海松江揭牌成立。未来，人工智能应用将加
快落地并服务多个领域，助力长三角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

据悉，该联盟由人工智能、机器人、汽车、
装备、电子等相关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等组成，旨在促进长三角九城(区)人工智
能资源共享、聚合创新、体系建设，促进人工智
能技术研发、应用创新和产业化。

总部位于上海松江的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中央研究院院长刘伟表示，如果人工智

能只是一个“盆景”，只能在某个地方应用，其
社会意义和效果并不理想。相应地，某个应用
先在一个地方形成标杆，然后同步在周边多
个城市推广，就能让更多百姓接触和体验到
人工智能带来的服务，从而更有利于促进整
个产业的发展。

联盟不仅吸引了大批企业，还包括多
个专家委员会单位。“这将有助于推动原始
创新的发展和科技资源的对接，把最新的
科研成果在联盟里转化应用，同时也有利
于联盟更好地定位发展方向。”复旦大学类
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王守岩
说。

人工智能在长三角迎来“多点开花”

当年留下“半条被子” 今天再创好日子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