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8月29日在2019世

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各方

专家指出， 我国人工智能

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

好态势， 部分关键应用技

术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人

工智能将进入千行百业，

解决垂直行业痛点的公司

有机会成为伟大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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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国家队” 扩容

中国平安、海康威视、360等十家公司入选

□本报记者 杨洁

8月29日，在2019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第二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名单发布，依图公司、明略科技、华为公司、中

国平安、海康威视、京东集团、旷视科技、360公

司、好未来公司、小米公司十家公司入选。

人工智能“国家队” 从五家扩充到十五家，

将引领实体经济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新旧

动能转换。 百度、阿里云、腾讯、科大讯飞、商汤

集团5家公司此前已入选。

发展人工智能“三步走”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由

企业申请、科技部评选，并向社会公布，入选企

业均是各个领域具有代表性和带动作用的大型

人工智能企业。

第二批入选的十家企业在不同领域各有定

位。 科技部宣布，将依托依图公司建设视觉计算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明略科技建设营销

智能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华为公司建设

基础软硬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中国平

安建设普惠金融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海

康威视建设视频感知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

托京东集团建设智能供应链人工智能开放创新

平台，依托旷视科技建设图像感知人工智能开放

创新平台，依托360公司建设安全大脑人工智能

开放创新平台，依托好未来公司建设智慧教育人

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小米公司建设智能家

居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我国人工智能发展顶层设计规划清晰。

2017年发布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确立了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三步走的目标。 第一

步，力争到2020年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

世界先进水平同步；初步建成人工智能技术标

准、服务体系和产业生态链，培育若干全球领

先的人工智能骨干企业，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

模超过1500亿元， 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万

亿元。

第二步，到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

重大突破， 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人工智能成为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

主要动力，智能社会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人工

智能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 新一代人工智

能在智能制造、智能医疗、智慧城市、智能农

业、国防建设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人工智能

核心产业规模超过40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

模超过5万亿元。

第三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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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力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 人工智能在生产生活、社会治理、

国防建设各方面应用的广度深度极大拓展，形

成涵盖核心技术、关键系统、支撑平台和智能

应用的完备产业链和高端产业群，人工智能核

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 带动相关产业规模

超过10万亿元。

以应用为牵引

根据2019年8月1日印发的《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工作指引》（简称

《指引》），符合申请条件、有意愿提供公共创

新服务的建设主体，结合自身技术基础和发展

定位，选定一个明确的具体细分领域，可撰写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申请

书》， 通过依托单位自荐或所属省级科技主管

部门推荐，择优向科技部申请。

《指引》 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

平台的定位、建设原则等进行了明确。 新一代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是聚焦人工智能重点细

分领域，充分发挥行业领军企业、研究机构的

引领示范作用，有效整合技术资源、产业链资

源和金融资源，持续输出人工智能核心研发能

力和服务能力的重要创新载体。

《指引》强调，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

新平台要遵循四项原则， 一是要以应用为牵

引。 以人工智能重大应用需求方向为牵引，依

托开放创新平台推动人工智能相关基础理论、

关键核心技术、软硬件支撑体系及产品应用开

发，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广泛覆盖面的人工

智能创新成果。 二是要以企业为主体。 鼓励人

工智能细分领域领军企业搭建开源、 开放平

台， 面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资源，向

社会输出人工智能技术服务能力，推动人工智

能技术的行业应用，培育行业领军企业，助力

中小微企业成长。 三是市场化机制。 鼓励采用

市场化的组织管理机制，依托单位应作为开放

创新平台的资金投入主体，并通过技术成果转

让授权、技术有偿使用等方式，为开放创新平

台发展提供持续支持。 四是协同式创新。 鼓励

地方政府、产业界、科研院所、高校等共同参与

推进开放创新平台建设， 通过人才、 技术、数

据、产业链等资源整合，构建开放生态，推动核

心技术成果产业化。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 经过多年发展，2019年是人工智能价值兑

现之年。 人工智能产业化规模应用落地的机会

比以前更多。 公司将抓住机遇， 科大讯飞人工

智能战略2.0要实施更多技术创新探索。

2019年上半年，科大讯飞实现营收42.28亿

元，同比增长31.72%；实现净利润1.89亿元，同

比增加45.06%。 公司将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

者、智慧教育、智慧城市、智能客服、智能汽车、

智慧医疗、智能家居等领域深度应用。

东兴证券认为，在ToB端，科大讯飞业务呈

现出多行业、多领域覆盖态势，未来市场前景广

阔；通过打造人工智能产品，科大讯飞在ToC端

业务增长快。公司进一步升级新一代语音识别框

架引擎，语音识别效果提升20%以上。 科大讯飞

已占有中文语音技术市场70%以上市场份额。

不少人工智能“独角兽” 企业发展更趋成

熟。 旷视科技近日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了上市申

请文件。2016年-2018年，旷视科技营收分别为

6780万元、3.13亿元、14.2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高达358.8%。 2019年上半年，旷视科技营收为

9.49亿元，同比增长210.3%，经调整净利润为

3270万元。

软硬件一体化

人工智能发展离不开大数据、算法、算力三

要素相辅相成。 从入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

放创新平台的15家企业看，不少企业走的是软

硬件一体化发展道路，优化算法的同时，通过

硬件的强劲支撑提高算力。

华为公司构建了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 公

司担纲建设基础软硬件领域国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开放创新平台的任务。 去年10月，华为便提

出构建全栈全场景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战略设

想。今年8月23日，华为正式发布算力最强的AI

处理器昇腾910， 同时推出全场景AI计算框架

MindSpore。 华为公司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表

示，推出昇腾910、MindSpore，标志着华为已

完成全栈全场景AI解决方案的构建，华为AI战

略的执行进入了新的阶段。

担纲建设视觉计算领域国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开放创新平台的依图公司， 今年5月发布了

自研的全球首款云端视觉AI芯片“求索” 。 依

图公司CEO朱珑指出，打造“求索” 基于“智能

密度” 的理念。对于人工智能芯片而言，智能密

度意味着单位面积的智能算力， 智能密度越高

能完成的智能任务就越多越快。 这款 “求索”

芯片专为视觉推理计算打造， 计算能效比是英

伟达图形计算芯片的5倍。

依图公司表示， 依托先进的芯片设计及世

界级算法的强大能力， 视觉计算平台将建设开

放的产业平台和生态体系， 通过芯片-算法输

出视觉能力，打造“即插即用” 软硬件一体化套

件，建立智能芯片、智能算法和智能产品开发者

相互促进、相互竞争的良性生态。

人工智能产业将进入高速增长期

□本报记者 张兴旺

优化产业生态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表示，腾讯在上海地区对人工智能、云计算、文

化创意等领域大幅增加了投入， 取得了一些新

进展。

“全力支持上海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

地。 专注视觉研究的优图实验室和专注智能网

络安全研究的科恩实验室都落户上海。 ” 马化

腾表示，全力支持上海打造全球电竞之都。腾讯

电竞六大职业联赛以及超过50家腾讯电竞体

系职业俱乐部均落地上海。此外，助力上海市数

字政府建设，打造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平台、智慧

市场监管平台等项目。 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

向洋则宣布， 微软首个线下互动教育和线上课

程双向资源相结合的微软人工智能商学院项目

正式启动。在去年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微软公司宣布，微软亚洲研究院（上海）和微软

-仪电人工智能创新院在上海成立。

据介绍， 上海已经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领

先地区之一，集聚了核心企业1000多家，落地

了一批全球创新研发平台， 智能芯片等重要产

品成功问世，应用场景建设成为国内标杆。国家

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等载体加快建设，人

工智能产业生态进一步优化。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不断向前发展。 工业和

信息化部副部长王志军指出， 近年来我国人工

智能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部分关

键应用技术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特别是图象识

别、语音识别等应用技术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产

业实力显著增强，全国人工智能企业超过千家，

覆盖了技术平台、产品、应用等各环节，形成了

比较完备的产业链。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

地区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发展的生态格局初步形

成。 同时，行业融合应用不断深入。 人工智能凭

借其强大的赋能性， 成为促进传统行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驱动力量， 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开展

生产线智能化改造， 医疗辅助诊断系统已经走

入医院，各领域“AI+” 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业

态不断涌现，辐射溢出效应持续增强。

进入千行百业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指出，把

AI作为重要运用工具的公司越来越多。

马化腾表示，AI与各行各业日益融合。 人

工智能发展将带来以“AI+” 为标志的普惠型

智能社会。我国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前景看好，人

工智能产业规模未来10年将进入高速增长期。

目前AI与各行业结合形成的智慧制造、智慧医

疗、智慧安防、智慧交通、智慧零售等全方位行

业解决方案正在全国落地生根。

滴滴出行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出行安全

领域。滴滴出行首席执行官程维指出，滴滴在思

考用户背后的安全和提高服务。 这背后人工智

能是最重要的驱动力。“基于AI技术，可以给每

个司机的驾驶行为做个性化安全报告， 针对其

不良习惯，个性化地给一些安全解决方案。 ” 程

维说，“应用这些技术，平台上交通事故发生率

降低15%。 ”

“据统计，部署AI的中国企业从去年的4%

上升到14%， 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比去年同

期提升30%，AI驱动的智能世界加速到来。 ” 华

为常务董事汪涛指出，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通用

技术，与社会环境产生更多碰撞，相互促进。 预

测到2025年企业对AI的采用率将达到86%，人

工智能将全面进入千行百业， 与实体经济产生

全方位碰撞。

“AI扎进了行业运用的厚实土壤。 ” 沈南

鹏表示，AI开辟了全新的产业图景， 对传统行

业的赋能显示出了巨大价值。 随着算法、 大数

据、芯片等技术的标准化程度越来越高，解决垂

直行业痛点的公司有机会成为伟大的公司。

各方共同努力

“人工智能芯片是人工智能行业的垫脚

石，未来发展取决于人工智能的落地情况，落地

场景越多越复杂，运算量越高，对于芯片要求越

高。 ” 寒武纪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陈天石表示，

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对于芯片产业是利好。

“企业要善于挖掘数据，再造工作流程，重塑

员工的技能，确定平台战略，并选择安全可以信赖

的合作伙伴。 ” 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指出，

“科技发展迅速，四平八稳过舒服日子不现实。 ”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首席执

行官霍夫曼则表示，“处于下一代工业革命开

始的时刻，最关键的就是人工智能。 ”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直言，“我们需要

阳光健康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发展应该遵循

基本科技规律，并按照基本商业原则和逻辑，不

能冒进忽悠概念。 ” 沈南鹏认为，AI要以人为

本，始终应该坚持服务于人、造福于人。

“AI治理紧迫性越来越高， 我们在深化对

科技价值观的思考。 ” 马化腾表示，AI治理方

面，以科技向善引领全方位治理，确保AI可知

可控可用可靠，加强全球治理和合作是AI发展

必不可少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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