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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互联网岳麓峰会特别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踏着秋日清风，八方宾客云集，赴
一场星城之约，又一次湖湘论道。

9月 9日，2020互联网岳麓峰会落
下帷幕。湖南携手互联网行业、投资界
和学术界的新老朋友，碰撞新思想，激
荡新观念，寻找新机遇，发展新经济，开
拓新未来。

在不断碰撞的头脑风暴
中拥抱数字新经济

几年来，岳麓峰会的主题，从O2O、
AR、移动生活、共享生活、人工智能，到
今年的数字新经济，观点越来越新，主
题越来越潮。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
演进，互联网迎来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
能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新经济，不是新在简单的技术运
用，而是新在商业的整个创新和变革。”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
高红冰认为，技术驱动、业务模式创新、
向数字用户迁移，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的三大动力，企业发展要“小步快跑”。

第一次参加岳麓峰会的腾讯公司
副总裁、腾讯云总裁邱跃鹏，分享了“数
字优先”的经验。在他看来，新基建是

“高速路”，数据是新“石油”，新的产业、
消费、城市等就是高速路上开的“车”。
只有“路-油-车”高效协同运转，才能
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生活因互联网而变，数字化转型如
何助力新形势下经济复兴；聚焦以鲲鹏
为核心的“智能经济”产业生态，行业专
家为长沙计算产业崛起出谋划策……
一场场论坛，碰撞出崭新的观点，擦亮
了智慧的火花。

“岳麓峰会可以抓住未来中国数字
经济最美好的 20 年，甚至更长的美好
时代”“我们在长沙投了两个特别牛的

企业”……在岳麓峰会掀起的“头脑风
暴”中，大咖们金句频出，不仅成为行业

“启示录”，更因为对湖南“爱”得深沉。
“我们对湖南市场很重视。”京东集

团副总裁、AI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何晓
冬说。京东智联云两年前在湘潭成立创
新中心以来，已为湘潭孵化 45 家大数
据、消费升级产品等领域的创新企业，
还将在湖南的湘西州、怀化等地下沉市
场加大投入。

作为一名湘籍企业家，金蝶国际软
件集团董事会主席兼CEO徐少春是岳
麓峰会的老朋友。第一届岳麓峰会后，
金蝶在长沙打造第二总部基地，并在过
去7年实现了快速发展。

“云计算是数字经济的核心，数字
化和传统经济的结合，将产生倍增效
应。”徐少春表示，金蝶已经由财务软件
公司转型为真正的云计算公司，未来将
继续在湖南精耕细作，帮助更多制造业
湘企转型升级。

在不断扩大的“朋友圈”
中把握新机遇

产业智造升级的生动实践，让参加
岳麓峰会的华为公司董事、高级副总
裁、企业 BG 总裁彭中阳，“对湘潭有了
新的认识”。

金秋时节，着力打造中部“智造谷”
的湘潭，在此次岳麓峰会“工业互联 智
造莲城”专场活动上收获颇丰。华菱湘
钢、湘电风能、宏大真空等湘潭本土企
业与中电互联、威胜电气等行业知名企
业牵手，5G+工业互联网、5G+智能制
造等9个项目现场签约。

长沙智能汽车产业同样借机扩大
了“朋友圈”。9月9日，在岳麓峰会智能
网联专场，湘江智能公司与福特（中国）
签署了战略合作意向书。

福特（中国）宣布，在长沙智能网联
汽车开放测试道路上进行基于C-V2X

技术的车路协同功能测试，成为首个在
长沙进行面向量产的“车路协同”功能
测试和商业应用的整车企业。

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南德意志
集团，是全球知名检测认证机构。南德
意志集团大中华区交通服务部负责人
赵翀旻说，久闻岳麓峰会在互联网行业
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次真切感受到了
湖南互联网产业的蓬勃生机。

“湖南对智能驾驶非常支持，产业
也有了明显的聚集态势，潜力巨大。我
们希望搭上这班车，加速产业的发展。”
赵翀旻说。当天，湘江智能公司与南德
意志集团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推动长
沙智能汽车产业在国际化、智能化、能
源效率、排放以及材料风险管理等领域
的发展。

挑战与机遇并存，就看谁能把握住
稍瞬即逝的机会。2020 互联网岳麓峰
会·科创未来资本论坛为创投界、金融
界、产业界搭桥牵线。

慧联智能、星汉数智、小钴科技、超
能机器人、兆物信连、瑞和数码等 6 个
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数百位投资人进行
路演。现场，“求贤若渴”的柳枝行动、长
沙银行科技支行等平台、机构的负责人
表示，后续将持续跟进，通过创新型科
技金融产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在不断放大的软实力中
开创新局面

对王心莹来说，长沙本是一座陌生
城市。她原本在福州一家企业担任算法
工程师，因为岳麓峰会与马栏山结缘。

9 月 8 日下午，在马栏山视频文创
产业园举行的首届“马栏山杯”国际音
视频算法优化大赛颁奖盛典暨高峰论
坛，是今年岳麓峰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沙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让我能
在感兴趣的算法海洋中乘风破浪。”在
主办方的诚挚邀请下，王心莹最终决定

离开福州，投身长沙互联网产业大潮的
怀抱。

举办“马栏山杯”，除了要解决业界
实际需求，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吸引
一批优秀算法人才来到长沙。当天，一
批在“马栏山杯”大赛中脱颖而出的年
轻人，签约芒果 TV，正式成为“新长沙
人”。

“人才是发展最关键因素。长沙有
本地人才，又能吸引外地人才，未来潜
力无限。”被称为“最懂技术创业者”的
远望资本创始合伙人、迅雷创始人程
浩，也被长沙深深吸引。

“房价不贵，生活幸福感强，长沙的
城市竞争力在提升。”这不仅是岳麓峰
会嘉宾们的切身感受，也有实在的数据
支撑。

近日发布的《长沙市互联网发展白
皮书（2020）》显示，2019数字经济人才
就业 TOP30 城市榜单中，长沙综合指
数位列第十；作为“夜间经济十强城市”
之一，活跃的消费因子强力带动线上消
费、共享消费等新经济发展。

不断放大的软实力，让越来越多的
互联网企业愿意与湖南、与长沙携手前
行，在数字经济的“新蓝海”中乘“云”而
上，开创新局面。

6月24日，A股上市的唯一一家数
字创意软件企业——万兴科技，正式入
驻中国（长沙）信息安全产业园，从租用
办公场地到买下整栋办公楼，万兴科技
对长沙的认同感越来越高。

“文字时代有 WPS，图片时代有美
图，但在如今的视频时代，还没有一个
家喻户晓的视频编辑产品。”万兴科技
董事长吴太兵在岳麓峰会接受记者专
访时表示，打造一款快速编辑视频的软
件，是万兴科技近期的一个小目标；未
来，万兴科技将把长沙运营中心打造成
为全球总部，把数字创意产业做大做
强。

金中基

6年前的秋天，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打开了又一扇世界大门——首届互联网
岳麓峰会在此开启。

当时，“湖湘汇”几个知名人士怎么
也不会想到，他们倡导的这场峰会“小创
意”，如火花一般点亮了湖南互联网的天
空，短短几年间“长”出了一个千亿产业。

金蝶创始人徐少春，是参加首届岳
麓峰会的大咖之一。会一散，他便掷金上
亿，在长沙创办两家子公司，建立第二总
部基地。他说：“作为一名湘籍企业家，我
一直感恩家乡这片土地养育了我。”孰
料，这最初的“家乡情结”，带给他的是意
想不到的回报：岳麓峰会举办的7年，也
是金蝶发展最快的7年，市值突破700亿
元，足足增长7倍。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湖南
互联网产业创造了“无中生有”的奇迹。

世界之奇妙，就在于“无中生有”。人
来到这世上，就是一个认知世界、发现世
界、改变世界的过程。

无中能生有。这世上的事情，没有做
不到，只有想不到。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
成了路。”这路指的是行走之路，也是发
展之路。

湖南在中部的崛起，来自许多的“无
中生有”。

不用说“让天下人有饱饭吃”的杂交
水稻，也不用说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全球最快的“陆地飞行”高速列车，这些

“无中生有”早已成为湖南的名片，令人
倍感自豪与荣耀。

中国工程机械之都长沙，近几年迅
速崛起与创造的惊人业绩，在全球装备
制造业占据重要席位，让人刮目相看。
2020 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 50 强”排
行榜，中国企业有 11 家上榜，其中湖南
三一重工、中联重科、铁建重工、山河智
能“四巨头”榜上有名。

互联网看似无形，却无处不在。它的
兴起与发展轨迹，就是从无到有、不断变
化的历程。从1G到5G，从“见字如面”到

“万物互联”，从QQ、微博、微信到抖音、
短视频，于百姓而言，生活的变化“天翻
地覆”。不用带纸，不用带笔，也不用带钱
包，一部手机就可走天下。

金山云合伙人梁守星放言：“互联网
下一个风口是视频大时代。”此话，笔者
深以为然。如果你出去走走看看，满世界
都是拍抖音、视频的人。

开放互联、创新多元，是互联网的特
性，而不断迭代升级的嬗变，创造的“无
中生有”更让世界变得新奇。

湘经评

八方云动汇岳麓
——2020互联网岳麓峰会综述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第一次来互联网岳麓峰会，人气比
想象的还要好。”9月9日，接受记者采访
的远望资本创始合伙人程浩语速极快，

“慕名而来，不虚此行！”
在峰会上碰到老朋友，喝了网红奶

茶茶颜悦色，在坡子街感受夜经济……
程浩说，长沙的消费活力、互联网产业发
展速度让人惊叹。

每到一处，程浩喜欢以投资人的眼
光去发现新鲜的人和事,这是他的职业
惯性。

2003 年他和朋友创办迅雷，2014
年迅雷在纳斯达克上市。2016 年，程浩
和朋友成立远望资本，专做风险投资。

数字经济时代，创业者选择怎样的
赛道，更容易获得资本青睐？如何挺过资
本的寒冬？在 9日举行的 2020互联网岳
麓峰会·科创未来资本论坛上，程浩给出
忠告：聚焦核心主业，控制烧钱的速度。

疫情之下，资金压力是诸多企业最

大的挑战。“企业要做好长期应对寒冬的
准备，至少要留好12个月的现金流。”在
程浩看来，未来投资机构更加注重资本
效率，眼下创业型企业最需要做好现金
流管理，确保资金用在刀刃上。

程浩钟情人工智能赛道，远望资本
90%的资金都投向了人工智能领域。

“能够提高社会生产力，解决供需关
系不平衡，未来人工智能对各行各业的
改造将会远超互联网。”程浩认为，现在
的人工智能就像 2003 年互联网兴起时
一样，会发展为一个伟大的产业，由其推
动的机器换人潮流才刚刚开始。

“已经瞄准了长沙哪些项目？”对于
这个问题，程浩笑而不答。

但他透露，已经对接了长沙多个成
长性很好的企业，都和人工智能相关，预
计很快就会有结果。

“房价低、营商环境好、人才吸纳力
强，这是长沙重要的竞争力，也是发展数
字经济的基础。”程浩说，每位来长沙的
投资人，都可能喜欢上这里。

远望资本程浩：

聚焦核心主业，控制烧钱速度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见习记者 刘奕楠

“在5G、物联网等技术加持下，智能
网联汽车已成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中发
展最快、前景最广阔的产业。未来两年，
长沙将全力打造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
并基于智能网联技术支撑建设城市‘超
脑’！”9月9日，在“智汇潇湘，车联未来”
2020 互联网岳麓峰会智能网联专场论
坛上，湖南湘江集团副总经理、湘江智能
科技创新中心董事长谢国富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信心十足。

早在2018年，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
沙）测试区在湖南湘江新区开放运营，至
今仍是国内测试场景复杂程度最高、测试
道路总里程最长、研发办公配套最齐全、
5G覆盖范围最广的“顶配版”测试区。经
过两年发展，长沙从跟跑到领跑，现在跃
居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投资潜力城市
百强榜第3名，成功跻身第一方阵。

“一直以来，长沙都致力于将先发优

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谢国富介绍，今年
4 月，长沙市政府发布了“火炬计划”和

“头羊计划”，明确提出长沙智能网联核
心技术全面赋能智慧交通，以应用场景
主导、数字交通先行、产业生态为本，加
速打造智能网联汽车与智慧交通融合发
展的“长沙模式”。

湘江智能作为长沙智能交通、智能
网联及新基建创新型企业和重点培育的
新兴产业载体，正助力长沙打造全国乃
至全球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和产业化高
地。比如在数字交通先行方面，今年长沙
已经开通了国内首条面向市民运营的智
慧公交示范线。湘江智能将力争通过两
年时间，使全市 7500 辆公交快起来、准
起来；并对小区停车、路边停车实施规范
化管理，让老百姓停车更加便捷。

谢国富透露，今年湘江智能已经与
百度合作建成了全天候无人化测试场，
不久长沙即将发布第一批针对无驾驶员
的Robotaxi自动驾驶出租车测试牌照。

湘江智能谢国富：

打造车联网先导区和城市“超脑”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CSDN(Chinese Software Devel-
oper Network)是全球最大的中文开发
者社区，今年 5月与长沙高新区签约，将
全国总部落户长沙。

“我们开发者也需要一个‘大本营’，
选择在长沙‘安营扎寨’，得益于天时、地
利、人和。”在 9 月 9 日举行的 2020 互联
网岳麓峰会分论坛“软件再出发”论坛上，
CSDN创始人、董事长蒋涛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透露，CSDN正在全国寻找总部基地
时，长沙确定了“软件再出发”的产业发展
基调，政府下决心、有魄力推动这一产业
再上台阶，这对 CSDN 来说也是一个机
会；而且长沙房价低，医疗资源、教育资源
丰富，是一个幸福感很强的城市。

蒋涛记得，今年 8月，他带公司一批

人来长沙考察，半夜出去外面还很热闹，
美食也很多，“一个这么有生活味道的地
方，有谁会不爱呢？大家对长沙很有好
感，更何况长沙还是很多开发者的家乡，
或者离家乡不远，非常有机会成为软件
开发者中心城市。”蒋涛介绍，目前 CS-
DN 全国用户有 3100 万，其中湖南用户
超过140万，仅长沙就有40万。

时下，落户长沙高新区的 CSDN 总
部大楼正在按部就班开展规划筹建，政
府承诺的税收、资金支持政策，也都在一
一落实到位。“我们现在还只有 10 来个
人在这边，但是年底应该会突破100人，
明年能达到 300 至 500 人，各个项目也
会逐渐开展起来。”蒋涛说，未来 CSDN
将全面参与长沙软件产业“一园五区两
山”建设，共同将长沙打造成为“中国软
件开发者产业中心城市”。

湖南日报9月 9日讯（记者 刘永
涛）记者今天从 2020 互联网岳麓峰会
上获悉，由政、学、研、企联手打造的中
部首个高规格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博览
会，将于 11 月 13 日至 15 日在长沙举
行。博览会将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
交流交易综合服务平台，推动人工智能
赋能湖南高质量发展。

中部（长沙）人工智能产业链博览
会，聚焦“智慧赋能 智造融合 智创未
来”主题，集中展示人工智能产业各领
域先进技术与设备，涵盖智慧交通、智
能汽车、大数据、智能硬件、机器人、智

慧医疗、智能家居、5G 通信技术等。博
览会搭建线上云平台，线上线下联动，
打造一体化采购供需对接平台。届时，
位于长沙国际会展中心的博览会现场
展览面积将超过3万平方米。

博览会汇聚人工智能领域知名企业
高层、资深专家，同期举办高端峰会论坛，
深度探讨信息安全与数字经济、5G产业
应用、智慧医疗、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
人、智慧教育、智能家居、新型智慧城市、
智慧金融与区块链等。加深技术与社会、
商业及个体的智能融合发展，助力长沙打
造成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示范城市。

湖南日报9月9日讯（记者 刘永涛）
经济下行、新冠疫情、注册制改革……
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期待在资本市
场有所作为的企业，如何寻找确定性的
机会？9月9日，2020互联网岳麓峰会·
科创未来资本论坛在长沙举行，聚焦当
下资本市场的挑战和机遇，为寻求融资
发展的企业“传经送宝”。

今年注册制改革是继1990年中国
资本市场建立、2005 年股权分置改革
以来，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第三个里程
碑事件。深交所上市推广部华中区域负
责人蒋铿锵在主题演讲中表示，注册制
在创业板平稳落地，给资本市场注入活
力，加速国内智能产业发展，利好众多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他建议湖南本土科
技企业抢抓机遇，破浪前行。

远望资本创始合伙人程浩，围绕后
疫情下新经济创业与投资机遇进行了分
享。在程浩看来，未来投资机构更加注重
资本效率，他建议企业要做好面对长期
挑战的准备，保持较为充足的现金，控制
花钱的速度。圆桌论坛环节，极客相泰创
投合伙人王秋虎、朗玛峰创投高级合伙
人钟东霖、云研资本合伙人李利凯、彬复
资本创始合伙人刘冉等共同探讨了如何
通过科技创新穿越下行周期。

论坛上，慧联智能、星汉数智、小钴
科技、超能机器人、兆物信连、瑞和数码
等6个湖南科技项目，面向数百位投资
人进行了路演。长沙柳枝行动双创平
台、长沙银行科技支行将持续跟进路演
企业，通过创新型科技金融产品支持企
业发展。

科创企业如何捕捉资本市场机遇

湖南日报9月9日讯（刘奕楠 王
晗）2020互联网岳麓峰会举办期间，长
沙智能汽车产业生态朋友圈再添好
友，湘江智能分别与福特（中国）、南德
意志集团签约，达成合作意向。

湘江智能公司董事长谢国富与福
特（中国）信息技术、移动出行平台和
产品副总裁侯新海签署了《战略合作
意向书》。

福特（中国）宣布，在长沙智能网
联汽车开放测试道路上，进行基于C-
V2X 技术的车路协同功能测试，成为
首个在长沙进行面向量产的“车路协
同”功能测试和商业应用的整车企业。
这标志着福特（中国）正式加入了湘江
智能的朋友圈，双方将积极促进 C-
V2X“车路协同”技术商业化落地，支
持长沙智慧交通发展。

岳麓高新区管委会主任罗政、湘
江智能副总经理谭敏则与南德意志大
中华集团交通服务部负责人赵翀旻签
署了《谅解备忘录》。

该备忘录的签署旨在为各方建立
合作、信息与知识交换，主要内容包括
提供高度自动驾驶集成系统解决方
案，开发高度自动驾驶测试场景，开发
高度自动驾驶测试方法和标准建立，
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增量零部件测试的
服务合作，提供功能安全和网络安全
认证，联合发放网联车辆路测牌照。南
德意志的加入，将推动长沙智能汽车
产业在国际化、智能化、能源效率、排
放以及材料风险管理等领域的发展。

湘江智能自成立以来，洽谈对接
智能网联汽车领域重点项目70多个，
累计签约行业头部企业近20家。

湖南日报 9月 9日讯（见习记者
刘奕楠）“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算
力’成为核心生产力。在数据多样性时
代，世界呼唤新计算。”8 日下午，2020
互联网岳麓峰会鲲鹏计算生态分论坛在
长沙举办，就数字经济时代下产业发展
新趋势及行业智能升级等一系列问题进
行探讨。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张顺茂在
演讲中提到，预计到2023年，湖南新计
算产业市场空间将超500亿元。

新计算是万亿规模的数字产业，发
展空间巨大。今年上半年，在以鲲鹏生
态为核心的生态圈下，长沙计算产业已
经在迅速崛起。

2020 年 4 月 28 日，首台“湖南造”
湘江鲲鹏服务器下线，湖南省鲲鹏生态

创新中心落成，标志着湖南鲲鹏产业在
硬件产线与软件层面并行的重要进展。
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长沙涉软产
业营业收入突破600亿元，新增涉软产
业企业 4000 余家，新增从业人员 4 万
余人，引进阿里巴巴、京东云、百度、
CSDN、海信等一批国内知名企业。预
计到 2022 年底，长沙涉软产业收入将
突破 1500 亿元，力争达到 2000 亿元，
企业总数达到3万家以上。

论坛上，拓维信息、北明软件、景嘉
微等企业代表就“发展中鲲鹏产业生
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话题表示，鲲鹏
不是华为一家企业的鲲鹏，而是参与的
所有企业的鲲鹏，在鲲鹏生态中能进一
步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遇。

无中生有，世之奇妙

CSDN创始人蒋涛：

选择长沙作开发者的“大本营”

中部首个人工智能全产业链
博览会11月长沙举行

湖南新计算产业市场空间
2023年预计超500亿元

长沙智能汽车产业又添好友
湘江智能分别与福特（中国）、南德意志

集团达成合作意向

9月9日，2020互联网岳麓峰会举行科创未来资本论坛，受邀嘉宾在圆桌论
坛环节就《科技创新：穿越下行周期》作主题发言。

9月9日，2020互联网岳麓峰会举行软件再出发论坛，受邀嘉宾在圆桌论坛
环节就《产业数字化转型与工业互联网》作主题发言。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京明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