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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125 4 4 4 4 2 8 3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6372406.77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90 4 2 3
排列 5 17290 4 2 3 6 3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0

� � � �从科大讯飞一枝独秀，到集聚130家人
工智能（AI）企业；从专注基础研究到形成覆
盖技术、平台、市场的产业链……作为中国
首家定位于语音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级
产业基地，“中国声谷”自成立以来，聚焦发
展“声音产业”，探索用声音唤启万物互联时
代“万物一听”之门。

在这里，语音黑科技打造
“万物一听”

AI复始，万物更新。走进“中国声谷”，
语音控制家电家居早已不是稀奇展品，在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展厅内，琳琅满目
的语音黑科技令人眼花缭乱：说“查阅今天
的天气”，智能车载系统会告诉你最新天气
情况；说出想要翻译的中文语句，智能翻译
机“晓译”会即时给出对应英语口语，并相
当于英语六级水平；说出心里话，陪护机器
人会陪你聊天……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以
语音为主、 键盘触摸为辅的人机交互时
代即将到来， 智能语音技术成为人工智
能产业的核心技术。 为了打造国内语音
产业发展高地，早在2013年国家就批准
成立了以国内语音产业龙头企业科大讯

飞为核心的中国国际智能语音产业园，
“中国声谷”初现雏形。短短几年间，基于
科大讯飞的开放语音技术， 迅速聚集起
一批“声控产业”集群。

停车太难怎么办？ 当车主打开安徽
多威尔开发的“寻车位”APP，全程无需
手动操作，只需听、说，不仅可完成实时
查询、导航到车位，还可以实现在线预约
车位和空车位共享。

如何帮助不会打字的父辈轻松上网？
青年创业者冯海洪组建团队研发出一款
智能语音鼠标，可以帮助使用者从传统的
手动输入转变为语音输入，每分钟可实现
语音输入400字，识别率高达98%。

立足原始创新
汇聚人工智能产业链
人工智能不是一个企业对一个企业

的竞争，而是一个体系对一个体系、一个
生态对一个生态的竞争。 在科大讯飞董
事长刘庆峰看来， 只有中国整体的人工
智能产业生态全球领先， 中国的人工智
能参赛者才有竞争机会，而“中国声谷”
正是要建立一个基于语音核心技术的人
工智能生态高地。

为此，科大讯飞始终坚持原始创新，研
发投入连续5年占销售收入25%。刘庆峰说，
科大讯飞以“讯飞超脑”为代表的人工智能
核心技术已领先全球，成功占领中文语音市
场70%的份额，今年前三季度研发费用又同
比增长62.37%。“在人工智能的战略窗口期，
敢于在核心技术研发上重兵投入，是为了未
来更大规模的爆发做好准备。”

为了让“中国声谷”更具活力，这个
由工信部与安徽省政府共建的产业基
地，以“政策红利”和市场化运营管理提
供面向AI产业链的全方位服务配套。

“平台会提供市场推广、金融支持等专项
服务， 创业者只需要专心做好技术研究
与产品研发。”致力于打造语音速写本的
安徽声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虞焰
兴说。截至9月，“中国声谷”已入驻企业
包括科大讯飞、华米科技、科大国盾、赛
为智能等130家，形成了从基础研究、技
术研发、 平台支撑到产业发展与应用的
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链。

政策持续加码
千亿产业集群起航

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培育高端高
效的智能经济、 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
园、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众创基地，中国声
谷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9月，安徽省发布支持中国声谷建设
的专项政策，提出加大对“中国声谷”的
资金支持，从2017年开始，设立总规模
50亿元的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基金；2017年至2020年， 安徽省政府
每年将安排2亿元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
扶持资金， 合肥市也每年拿出6亿元资
金，跟进扶持，并明确了支持龙头企业做
大做强、原始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发展等
十大举措。

在持续加码的政策红利吸引下， 目
前安徽已累积聚集满足智能语音和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的各类专业人才53万人。

“有了政策底气，我们还将去美国、
英国、日本等世界科技强国引智引技，加
速形成领先全球的人工智能产业链。”负
责声谷运营的安徽省信息产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总裁祁东风表示，力争到2020
年营业收入目标达到1000亿元，成为具
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中国声谷”。

（据新华社合肥10月24日电）

用声音唤启未来之门
———揭秘国家级人工智能产业基地“中国声谷”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偏高收
费标准、建立“涉企三项收费目录清单”……记者24日从国家发展改
革委获悉，十八大以来，我国为企业降费超过4200亿元。

据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2013年至2016年， 我国
为企业减负超过2560亿元，其中，减少企业经营服务性收费支
出565亿元，降低企业用能成本2000亿元以上，并于2016年将
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由小微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和
个人。这位负责人说，今年截至8月底，多个部门又采取多项举
措减轻企业负担超过1700亿元。

据了解， 国家发改委正在细化全国政府定价管理的经营
服务性收费项目，明确收费依据、标准，预计于2017年底前向
社会公布，届时将实现全国目录清单一张网。

十八大以来我国为企业降费
超过4200亿元

� � � � 据新华社“向阳红01”船10月24日电 当地时间23日晚，正
执行中国首次环球海洋综合科考暨中国大洋46航次科考的“向
阳红01”船在南大西洋成功获取了海底热液硫化物。

大西洋航段首席科学家助理李兵表示， 目前国际上对北大西
洋中脊的研究已相对成熟，而对南大西洋中脊热液活动情况的研究
尚在探索中。大西洋航段为整个环球海洋综合科考的第二和第三航
段，属于国家海洋局“蛟龙探海”工程建设方案的组成部分。“向阳红
01”船8月28日从青岛起航，预计2018年5月15日返回青岛。

“向阳红01”船在南大西洋
获取海底热液硫化物

� � � �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王
亮 ） 记者今天从省体育局了解到，

“云台山杯” 挑战巅峰第十届环湘自
行车总决赛将于11月4日在安化县马
路镇云台山风景区举行。

环湘自行车赛创办于2004年， 赛
事每年组织环湖南省骑游活动以及各
分站赛事。 2017年环湘赛以“挑战巅
峰” 为主题， 从9月份起先后骑车登
顶十四个市州的海拔最高山峰， 其中
10月中旬赛事创办人陈剑岷带领车队
成功登顶湖南最高峰酃峰。

此次挑战巅峰总决赛由湖南省
赛车运动协会主办， 益阳市安化县云
台山茶旅集团承办。 目前报名人数已
经超过三百人， 预计将有近六百人参

赛。 据介绍， 本次赛事奖金达到十万
元人民币， 奖励人数达到200人， 为
历届环湘赛之最。

陈剑岷介绍， 本次总决赛奖励范
围广， 旨在鼓励让更多的车友参与进
来。 原本计划设立山地男子精英组、
大师组以及女子组三个组别， 但考虑
到近年公路自行车运动发展快速， 赛
事新增公路男子组， 同时为鼓励更多
女子选手参与比赛， 女子组奖金数额
与男子公路组和大师组保持一致。

云台山茶旅集团董事长李亮表示：
“要办就要办出影响力， 以后云台山风
景区要年年承办环湘赛，把我们湖南本
土的自行车赛事品牌擦亮，也把马路镇
云台山的旅游品牌推广出去。”

第十届环湘自行车总决赛
11月4日安化举行

� � � � 10月23日，国际足联年度颁奖典礼在伦敦举行，皇家马德里队球星克·罗纳尔多（C
罗）第五次荣膺国际足联“足球先生”称号，追平了梅西五次当选的纪录。阿根廷球星马
拉多纳（右）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中）为克·罗纳尔多颁奖。 新华社发

C罗第五次当选世界“足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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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果23日公布， 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自由
民主党以及盟友公明党赢得超过三分之二议席，这意味着执政联
盟继续在参众两院掌握绝对多数议席。 安倍当天晚些时候表示，
他将尽快组建新内阁。安倍在胜选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鉴于美
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11月5日访问日本，并且自己随后还要
参加东盟等相关会议，他认为应尽快组建新内阁。当被问及新内
阁人选和自民党干部人事等问题时，安倍没有详细作答，仅表示“今
后将慎重考虑”。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大选尘埃落定

安倍着手组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