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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雨 兴东

“计算力就是生产力”，在2019
世界计算机大会的现场， 听到专
家、学者、企业家讲得最多的就是
这句话。为什么这么说呢？笔者驻
守会场， 对这句话的理解渐渐深
刻。

377年前， 第一台机械计算机
问世。机械计算机由杠杆、齿轮等
机械部件而非电子部件构成 。最
常见的机械计算机是加法器和机
械计数器。73年前， 电子数字计算
机横空出世。 它主要是用于计算
弹道。 而现代人脑海中的计算机，
早已超越科学计算的范畴， 成为
“人脑的无限延伸”。

从超级计算到精密芯片，从城
市交通指挥系统到飞机、 高铁运
转， 从商场银行结算到办公家用
电器， 从工业制造到无人驾驶、智
能穿戴，甚至在人的身体里，计算
机 “无所不在 、无时不在 、无所不
及”。计算机性能显著提升的背后，
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幅度增
长。计算机掀起的信息革命，可以
说加速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 ，奠
基了世界的繁荣和进步。

在计算机的研发过程中，我国
曾屡受嘲讽。改革开放之初，我国
由于没有高性能的计算机， 勘探
的石油矿藏数据和资料不得不用
飞机送到国外去处理， 不仅费用
昂贵，而且受制于人。“中国要搞四

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型机。”1978
年， 邓小平将研制亿次巨型计算
机的任务郑重交给国防科大。

从“银河”到“天河”，中国超算
从长沙起步。每秒亿次、每秒10亿
次， 每秒百亿次……再到世界超
算六连冠，“天河”超算技术享誉全
球。不仅是“天河”，飞腾芯片、麒麟
操作系统加速升级， 国科微固态
硬盘、景嘉微显卡推陈出新，进芯
电子、长城银河、融创微电子发力
DSP芯片，湘江新区成为全国智能
网联汽车场景最复杂的先锋测试
场。湖南，成为中国信息产业版图
中的重要一极。

之所以称得上“一极”，还在于
湖南电子信息产业去年年营收突

破2000亿元，移动互联网产业营收
突破千亿。不仅如此，我省在基础
软硬件、 自主可控终端及安全设
备、服务集成及应用等领域优势明
显， 计算机生态链在我省环环相
扣。

21世纪是科技纵深发展的世
纪。论坛交流的环节，中科院院士杨
学军带来机器人时代的“新脑”———
micROS系统；加拿大皇家科学院
院士杨恩辉带来云存储的信息安
全系统……让计算力为更多产业
赋能， 就是在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2019世界计算机大会，凝聚行业智
慧，研判发展趋势，共商未来大计，
由计算力生发的创新在这里将被
无限“赋能”。

刘天放

如今高校什么专业最热门？“人工智
能”算一个！

《半月谈》消息：今年9月，包括清华、
北大在内的35所高校， 迎来我国第一批
人工智能专业的本科生。自今年3月教育
部批准新增人工智能专业以来， 社会讨
论热度不减，尤其受到考生、家长及教育
界人士的持续关注。 从目前社会舆情来
看，人们普遍认为，高校理应成为人工智
能科技创新的重要源头， 但同时应量力
而行，避免“虚火”上升。

目前人工智能炙手可热， 不仅新兴
人工智能企业正在瞄准专业人才， 诸如
制造和纺织等传统企业也期待借助最新
技术实现转型升级。教育部明确，到2020
年建设100个“人工智能+X”复合特色专
业， 编写50本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本科
生和研究生教材， 建设50门人工智能领
域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建立50家
AI学院、研究院或交叉研究中心。

在今年的新生招生中，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等35所获批设立人工智能专业的

高校， 都将人工智能作为特色专业进行
重点介绍， 多所院校的录取分数还属于
高分段，这些都不难理解。然而，对于人
工智能这个新兴专业来说， 最大的问题
还是教育资源不足，专业师资短缺。如何
补短板？不妨打开思路。

从目前来看， 企业人工智能的创新
能力非常强劲， 企业和高校完全可以一
起合作攻克教师人才培养“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此外，不妨出台跨院系的教师兼
职制度， 大大调动更多老师们在人工智
能领域研究的积极性。

人工智能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算法的
竞争，对数学具有很高的要求。下一代人
工智能要取得超越性发展， 还可以考虑
从数学系培养教育人才， 这样才会具备
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专业的课堂也可以设计得
更生动、有趣，更具实战性。比如，在棋盘
上用“阿尔法狗”比拼棋艺，通过搜集海
量数据、训练复杂的深度学习模型，在终
端人工智能芯片上完成人脸识别、 语音
分析或机器阅读等， 倒逼现有教师不断
学习，提高教学水平。

吴兰友

最近一段时间来， 猪肉价格成为社
会关注的热门话题。 国家统计局新近公
布的经济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猪肉价格
上涨46.7%， 成为影响CPI指数的最大因
素；猪肉市场价格的变化，同时带动着其
他畜肉价格上涨，8月份整个畜肉类价格
上涨了30.9%。

前些日子回农村老家得知， 至少有
20年养猪经验、 过去即便行情再差家里
也存栏猪不下四五十头的姐姐今年没再
养猪了。笔者问姐姐不养的原因，她说前
段时间非洲猪瘟厉害， 再就是近期小猪
仔太贵， 担心一不小心可能会将多年的
积蓄砸进去。

事实上， 有关部门早已着力破解猪
肉价格上涨的问题， 出台多项措施保障
养殖户“有钱养”“有地养”，逐步恢复生
猪养殖，保证市场供应与价格平稳。其中
无论是增加贷款贴息， 还是保障土地供
给，都是十分有效的政策。不过，笔者以
为， 增加生猪供给当前亟须增强养猪主
体的信心， 很重要的一点是强化养猪业
的政策性保险推广。

农业本身是一个弱质产业， 面临的
风险情况复杂，且农户承受风险能力差，
要避免这类情况发生，保障农民收入，其
主要途径之一就是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
度，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制度的作用，提高
农业经济的稳定性。 而农业保险与其他
商业保险相比还具有地域性、季节性、高
风险性、保险金额难以确定、灾后经济损
失难以评定等特征。 由于农业保险的高
风险性和农户有限的支付能力， 所以对
于农业保险的大多数险种来说， 在没有
政府财政的支持下， 商业化市场很难存
在。

完善政策性生猪保险， 一是政府要
主动制定生猪保险的相关政策法规，明
确保险公司的经营模式、 具体的条款费
率、政策支持等具体情况。二是政府要注
重生猪保险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三
是政府在政策性生猪保险实施过程中占
有主导作用， 根据具体财务状况来制定
财政保费补贴政策， 要明确保费补贴来
源、保费补贴对象、保费补贴形式以及保
费补贴标准。

给生猪“上保险”，就能有效消除养
猪主体的后顾之忧。

计算力就是生产力

杨玉龙

交通运输部、 国家税务总局
近日发布了 《网络平台道路货物
运输经营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办法》鼓励发展网络
货运，促进物流资源集约整合、高
效利用。该《办法》自2020年1月1
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笔者曾跟随交管部门对于
“客车违法运货”的行为进行执
法， 发现有不少违法车主都是
某知名网络货运平台的注册车
主， 但他们所用的车辆都是客
用面包车或是低端商务车 。不
少驾驶员在被交警查扣时都表
示，自己的车虽然属于客车，但
在平台注册时没有被禁止 。也
有驾驶员表示， 自己在平台上
注册的是货车， 但平时也可以
作为其他车辆接单。 客车没有
经过合法改装就拉货， 或者用
其他不能拉货的车拉货， 对驾
驶员自身和其他车辆都存在安
全隐患。

据了解，《办法》 共分4章30
条，“安全” 是其中的核心高频

词。《办法》规定：网络货运经营
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网络货运
经营者和实际承运人应当保证
线上提供服务的车辆、驾驶员与
线下实际提供服务的车辆、驾驶
员一致，网络货运经营者委托运
输不得超越实际承运人的经营
范围，等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规定，将更好维护各方权益。

《办法》 的另一亮点在于，
《办法》将试点期间的“无车承运
人”更名为“网络平台道路货物
运输经营者”。 其概念包含三要
素：一要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整
合配置资源；二要以承运人身份
承担全程运输责任；三要以运输
合同的方式委托实际承运人完
成道路货物运输任务。这些具体
且颇具实操效能的规定，将有效
保障承运人的权益。

《办法》的出台，说到底还是
要让广大货车司机真切感受到
道路货运经营仍然有奔头，让更
多货运企业尝到 “互联网+”高
效物流带来的甜头。如此，方能
维护行业健康稳定，推动实现道
路货运行业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专业师资
还得花力气打造

实施生猪政策性保险制度意义深远

“安全”是网络货运
核心高频词

近日，全国多地启动限制月
饼过度包装专项整治行动。根据
国标规定，月饼产品的包装层数
要在3层以下， 包装空隙率不得
超过60%，包装成本低于销售价
格的20%，超过此标准的属于过
度包装。

过度包装不但变相地增加
了消费者的购买成本，还产生了
大量本不应该产生的垃圾，造成
资源浪费。多些朴素美味的“亲
民月饼”，少些过度包装的“豪华
月饼”， 才更符合人们对绿色生
活方式的追求。 图文/朱慧卿

包装当“轻”
质量要“重”

月
饼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