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多方面提升教育质量
� � � �———日前在以“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升级”为
主题的一个会议上，中外专家表示，用人工智能技
术识别表情、分析学生状态、纠正语音、批改卷子，
能把老师从大量繁琐劳动中解放出来， 集中精力
提高教学水平、加强与学生的交流。

引发行业革命
� � � � ———驭势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构
架师彭进展预言，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使得未来
很多行业受其影响而消失。

（综合新华社电）

“人工智能”专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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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16年全球科技巨头人工智能投资
已达300亿美元，重视人工智能已成为全
球共识。与世界领先国家相比，我国人工
智能在部分领域核心技术实现重要突
破， 但仍缺少重大原创成果， 在基础理
论、核心算法及关键设备、高端芯片等方
面差距较大。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如何布局？科
技部部长万钢说：“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
展，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大协作。”

———15部委形成合力。 由科技部、发
改委、财政部、教育部、工信部、中科院、工
程院、军委科技委、中国科协等15个部门构
成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推进办公室
应运而生，着力推进项目、基地、人才统筹
布局。

与此同时，打造国家级专家库。由中
科院院士、 战略咨询委员会组长潘云鹤
院士任组长，包括陈纯院士、李未院士、高
文院士等27名顶级专家在内的新一代人工
智能战略咨询委员会也宣布成立。

———两种属性高度融合。“把握人工
智能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
征，充分发挥政府在规划引导、政策支持
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万钢讲了一个故
事，“好多老外好奇地问我， 你们第四代
移动通讯是怎么弄起来的？ 他们觉得很
迷茫。我说很简单，从世博会开始我们就
在做试点，然后在杭州、广州搞实验区。
等经验慢慢成熟了，再搞几十个城市，最
后实验区差不多覆盖所有地区， 不就这
么解决了嘛。”

———开辟六个“跑道”。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明确了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
智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安全便捷的智能
社会、构建安全高效的智能化基础设施体
系、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军民融合、培育
高端高效的智能经济、前瞻布局新一代人
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六大任务。

潘云鹤说， 以前只有技术层面一个跑
道，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在原有跑道
外又增加了五个跑道， 拓展了人工智能的
发展空间。科技部高新司司长秦勇说，新一
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选择大数据智
能、跨媒体智能、群体智能、混合增强智能
和自主智能系统五个主力方向， 从基础理
论、支撑体系、关键技术、创新应用四个层
面进行系统性、前瞻性任务布局。

15部委合力
打造国家级专家库

� � � �经充分调研和论证，确定了首批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分别依托百度、阿里云、腾讯、科大讯
飞公司，建设自动驾驶、城市大脑、医
疗影像、 智能语音4家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这四个领域，我国已走在世界的
前列。”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
说，加快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
项目， 尽快在基础前沿领域取得突破。
开放创新平台将在汇聚创新资源、促进
众创共享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6年前， 科大讯飞推出了全球首
个语音云开放平台。目前，该平台的
日处理次数达到40亿次。“在语音合
成方面，中国已是国际上的领先者。”
科大讯飞副总裁胡郁说。

近年来，科大讯飞还与公检法系统

开展创新合作。2016年在安徽开展的
测试显示，人工智能判断诈骗电话的准
确率极高；人工智能还充当起法庭书记
员，经测试，智能语音识别参与庭审取
得实际效果，庭审时长缩短30%。

“让创新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力，
创造实实在在的价值。” 阿里巴巴公
司副总裁华先胜说，城市大脑的目标
是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的
综合技术，构建一套主要开放计算数
据应用层的共享平台，为城市行政管
理、公共服务和其他行业的智能应用
构建开放未来的生态体系。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说，新一代人
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的实施期限到
2030年，此次公布的只是首批，未来
还将继续根据规划和项目实施的需
要进行扩展。

� � �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要取得突破，
需要新的发展理念。专家认为，群智开放
将成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新特征。

今年7月，百度正式开放“阿波罗”自
动驾驶平台，合作伙伴目前已超过70家，
来自世界各国。“阿波罗计划”旨在向汽车
行业及自动驾驶领域的合作伙伴提供一
个开放、完整、安全的开放创新平台，共同
促进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它是一个开
源开放的系统， 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自
动驾驶生态。”百度公司副总裁邬学斌表
示，百度未来将投资100亿元，扶持100家
初创公司， 打造成国家级具有世界先进
水平的自动驾驶系统的开放创新平台。

记者了解到，腾讯人工智能实验
室去年一成立，就将全面的基础研究
与快速的技术应用结合起来，聚集了
70多位国内外一流科学家和300多位
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腾讯的AI医疗
产品‘腾讯觅影’，发现早期食道癌的
准确率大幅度提高。” 腾讯公司人工
智能实验室总经理刘永升说，企
业共享研究与应用成果，将快速
推进技术迭代，让医疗这样的传
统产业能够产生新的动能。

“强化开源开放和政策引导，构建开
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新体。”万钢
说，“过去我们常说实验
是靠冥思苦想和灵
光一现， 现在不同
了， 需要把冥思苦
想变为集思共议，
在学术交流的碰撞
过程中来激发创新
灵感。”

（据新华
社 北 京
11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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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日前，我
国宣布新一
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全
面 启 动 实
施，将用13
年的时间 ，
将我国打造
成世界主要
人工智能创
新中心。

“人工智能”新动态

上图： 在深圳举行的第十九届中国国
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吸引逾3000家
展商、逾万个项目参展。图为11月17日
拍摄的双语教育类机器人。

下图：11月16日，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高
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展示的会画画的机
器人。

共享成果
在碰撞中实现创新

确定首批4家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 � � � 河北雄安新区管委会与阿里巴巴集团近日在河
北省石家庄市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携手打
造以“云计算”为基础设施、“物联网”为城市神经网
络、“城市大脑”为人工智能中枢的未来智能城市。

雄安新区牵手阿里巴巴
用人工智能建造“未来之城”

� � � � 英国广播公司（BBC）广播四台的知名节目
“今日” 准备今年晚些时候用人工智能电脑程序
主持一次采访公众人物的环节。BBC一名内部人士
说，机器主播将模仿女主播的风格，采访内容是人工
智能的未来，接受采访的人选尚未确定。

人工智能主播
将亮相BBC重头节目

� � � �2017百度世界大会11月16日召开，百度公司董
事长李彦宏在大会上指出，目前，无人驾驶技术已经
成熟，预计明年7月，百度与金龙客车合作生产的无
人驾驶小巴车将实现量产。此外，百度也与江淮、北汽
等合作伙伴联合推出更多款车型的无人驾驶汽车。

无人驾驶汽车来了！
百度预计明年量产

（综合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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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加快标准化体系建设
� � � �———近日在武汉举行的 “2017中国光谷国际
人工智能产业峰会”上，有关专家表示，人工智能
行业创业者越来越多， 应用场景及商业模式越来
越灵活的背景下， 制定行业标准， 构筑产业生态
圈，已成为该行业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