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国旗“同框” 为祖国歌唱
9月20日下午，湖南涉外经济学院举行“我与国旗同框”快闪活动，近4000名新生一同唱响《我爱你中国》《我和我

的祖国》等歌曲，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冯玉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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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让机器人替代人工， 站上车间流水线；
让老百姓通过智能平台， 办理多项业务；让
农村孩子通过智慧教育，“走进”远在城里的
名师课堂。

近年来， 我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猛，
充满科幻色彩的人工智能，正逐步走进百姓
生活。

前不久，在长沙召开的世界计算机大会
上，一批计算机优质产业项目、人才培育项
目、应用示范工程现场签约，落户湖南。计算
机是人工智能最重要的基础学科，世界计算
机大会永久落户湖南，将进一步推动我省人
工智能产业的发展。面对新机遇，湖南如何
发力？

9月17日，省工信厅召开湖南省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研讨会， 与会专家和企业代表纷纷
支招，建议在人才建设、科学研究、学科融合、
市场应用等方面下大力气，促进产业发展。

全省布局，产业发展来势迅猛
运用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分析对重症

病人进行诊治，今年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在
全省建立了首个重症监护室医疗大数据库
与人工智能科室。类似这样将人工智能应用
到实际生活中的例子，在我省越来越多。

近年来， 我省在全省布局发展人工智能
产业，打造了一批独具特色的重点园区，产业
聚集效应明显。目前，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
整体规模约60亿元，年增速在20%以上。

长沙雨花经开区重点发展机器人产业，
吸引了泰达机器人有限公司、 连硕教育等
170多家机器人生产、应用企业入驻，初步形
成了涵盖机器人研发、生产、应用等环节的
全产业链。

湘潭高新区“智造谷”重点布局高端装
备机器人、3D打印等产业， 新松机器人自动
化有限公司、西交智造科技有限公司等一批
人工智能企业在这里扎根发展。

一大批本土企业跨界融合向人工智能
领域进军。如，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公司
与酷哇机器人联手打造无人驾驶扫地车等。

“产业链不断完善，已在智能制造、智能
交通、智慧城市等领域初步构建了感知系统
和应用场景，在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优势
产业领域形成了跨界融合的人工智能产业
形态。”省工信厅厅长曹慧泉说。

拥有“超算中心”，众多“最强
大脑”齐聚湖南

“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离不开科教研发
的支撑。” 省人工智能学会副秘书长陈白帆
介绍，在科教研发方面，我省具有良好的基
础和条件。

国防科技大学是中国最早发展计算机
领域研究攻关和人才培养的高等院校之一，
诸多学科实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天河”超
级计算机， 曾7次摘得全球超级计算机运算
速度的桂冠。

中南大学是国内最早从事人工智能教
学和科研的单位之一，目前分别设有机器人
与智能制造、机器视觉与智慧医疗、智能轨
道交通、司法人工智能等研究中心。

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湖南大学）拥
有“天河”超级计算机、“天河·天马”人工智
能计算集群等多个计算平台。

目前湖南108所高等院校， 全部开设了
计算机及人工智能相关专业。 拥有蔡自兴、
陈晓红、王耀南、王勇等一大批长期从事人
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且相关成果突出的院
士专家“最强大脑”。

人才培养范围越来越广。在世界计算机
大会上，中国长城、中南大学、湖南大学、中

电软件园等10家高校、企业和园区，签约开
展“PK”体系（即飞腾 (Phytium)CPU+麒麟
(Kylin)操作系统）生态人才联合培养合作，
共建“PK”体系生态圈。

人工智能将为湖南发展提供
更多能量

“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广，前景无限
美好。” 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人工智能系主
任、长江学者王勇说，我省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有基础、有优势，但还处于起步阶段，在人
才建设、科学研究、学科融合方面存在短板。

王勇认为，在人才建设方面，我省做到
了年轻化和多学科交叉，但缺少人工智能领
域中坚力量和领军人才； 在科学研究方面，
我省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方面
积累薄弱，缺少围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
的原创性科研成果；

在智能运载工具、智能工程机械、智能
机器人等行业， 我省具有深厚的技术基础，
但还没有形成人工智能在这些行业和学科
中的深度融合。

“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较，我省人工智
能企业并不多，尤其缺少行业领军企业。”省
人工智能学会副秘书长陈白帆建议，加强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与市场应用的对接，尽快培
育一批行业领军企业。

抓住机遇，补齐短板，人工智能将为湖
南发展提供更多能量。今年，我省出台了《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
年）》，提出到2021年，湖南省人工智能核心
产业规模达到100亿元， 带动相关产业规模
达到1000亿元。目前，计算机及信息安全、人
工智能及传感器等产业，已被列入全省工业
新兴优势产业链。省政府先后出台支持移动
互联网、集成电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
发展的政策措施。这都将助推湖南人工智能
产业快速发展。

� � � �世界计算机大会永久落户湖南， 我省人工智能产业将迎来新一轮
发展机遇，专家研讨———

经济视野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记者 黄婷婷 通讯
员 罗玮）2019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以
下简称食餐会）今天在长沙举行，宁夏回族自
治区筛选组织鼎和、宁安堡、宁夏红等12家企
业，带来了枸杞、皮草、苦荞茶等近百种名优特
色产品，借此机会展现塞上风味，寻求合作。

枸杞是宁夏馆的主打产品， 被李时珍称
为“全国入药杞子，皆宁产也”的宁夏枸杞，在
展会上“化身”为干果、休闲食品、枸杞酒、枸
杞燕麦片等多种形式与大家见面； 宁夏鼎和
食品有限公司的辣椒酱， 香胜于辣； 宁夏红
酒，酒香醉人，引来众多观展群众驻足品味。

本届食餐会为期三天。宁夏回族自治区
商务厅副厅长陈志伟表示，为方便在湖南长
期展销宁夏的特色农产品，2016年， 宁夏在
长沙设立了宁夏优质特色产品展示展销中
心， 向湖南人民常年供应新鲜的滩羊肉、葡
萄酒、枸杞、粮油等宁夏特产，2018年销售额
约1000万元，今年预计翻番。宁夏还和步步
高达成了合作协议，助推宁夏农特产品走进
千家万户。

本届食餐会还邀请了四川、江苏、陕西
等30个省、市、自治区展团和澳大利亚、卢旺
达、巴西等14个国家和地区参会参展。

食餐会上飘来塞上风味
宁夏展出近百种名优特色产品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见习记者 黄晗
通讯员 吴庠 彭团）昨晚，由省文明办主办
的2019年第二季度“湖南好人榜”发布仪式
在永州零陵区举行。80人（组）群众身边好人
入选“湖南好人”，12人上榜“湖南好人·每周
一星”，17人登上“中国好人榜”。

来自三湘大地的“中国好人”“湖南好人”
“永州好人”代表汇聚在一起，留下了闪光的
名字。他们中，有退伍不褪色、危难显忠诚的
“见义勇为好人”、 时代楷模荣誉获得者黄超
富；有被广大群众称为“零陵最美信访干部”

的“敬业奉献好人”李拓宇；有20年来坚持免
费教授孩子们书法的“助人为乐好人” 唐柱
生；有23年精心照顾并鼓励爱人与鼻咽癌、舌
癌作斗争的“孝老爱亲好人”张凤娥；有37年
如一日打造高品质中成药的“诚实守信好人”
唐纯玉……好人， 是生活中涌动着的道德暖
流，是身边散发着正能量的文明风景。

当晚的现场交流活动中， 小品展演、快
板说唱、情景剧、情景歌舞等相继呈现，集中
展现了“湖南好人”朴素而感人的故事，深深
打动了现场观众，掌声此起彼伏。

“湖南好人榜”二季度榜单发布
80人（组）群众身边好人入选

人工智能，湖南如何发力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刘燕娟 通

讯员 黄笑笑）今天上午，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湖南专场活动暨2019年“湖湘杯”网络安全
技能大赛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活动以“网络
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旨在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网络
安全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推动湖南网
络安全技术、人才和产业发展。中国工程院院
士、湖南省科协主席张尧学出席。

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
我省已成功举办四届“湖湘杯”网络安全技能

大赛，一大批优秀选手脱颖而出。今年，大赛
分为初赛、复赛、决赛三阶段，设特等奖、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优胜奖。参赛选手可在大
赛官网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11月1日。

近年来， 我省互联网信息产业快速发
展，今年上半年，全省移动互联网产业营业
收入638亿元，同比增长22.6%。信息产业的
发展离不开网络安全的保驾护航，省委网信
办负责人表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当前，要把确保网络安全稳定作为最重要的
政治任务，坚决守好网络阵地。

2019“湖湘杯”网络安全技能大赛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