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的云计
算都是生态跟生
态的竞争，不单纯
是技术的竞争。”

胡晓明
蚂蚁金服总裁

“未来是基于
大数据的时代，人
工智能产品在大
众消费领域的普
及只是一个时间
问题。”

周鸿祎
360集团董事长兼CEO

“不破不立，
5G 的机遇就在挑
战之中。”

徐子阳
中兴通讯总裁

“如今，人工
智能技术和产品
的发展速度之快，
已经大大超出人
类的认知和预期，
注定会改变我们
的世界。”

李开复
创新工场董事长

“人工智能已
成为引领未来发
展的重大战略性
技术突破，并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
形成带动经济发
展的新动能，加速
推动人类步入智
能新时代。”

杨杰
中国移动董事长

“在这个技术
深刻变革的时代，
互联互通改变了
我们的生活，在科
学和技术的推动
下，生活更为便捷，
人们也更加相互依
赖，相互依存。”

杨元庆
联想集团董事长

“大数据是一
个‘金矿’，紫光的
任务是为大家提
供挖矿工具，并对
矿产品‘大数据’
进行深加工，以产
生更多的价值。”

赵伟国
紫光集团董事长

“企业除了为
股东、客户等利益
相关方服务外，还
需为普通百姓、市
民、政府等社会各
界创造价值。”

Chey Tae-won（崔泰源）
SK集团董事长

“甲骨文公司
近年来也致力于
人工智能的研究，
但我们主要是关注
如何把人工智能进
行实际的操作，我
们不希望只是停留
在理论层面，而是
应用到实际。”

Neil Mendelssohn（尼尔·门德尔松）
甲骨文全球高级副总裁

“大规模的数
据可以来感知城
市，而人工智能可
以来认知大量的
规律，认知城市。”

吴志强
中国工程院院士

“英特尔在高
科技行业一直发
挥着积极的推动
作用，支持和帮助
中国科技公司的
创新和发展。”

Daniel McNamara（丹尼尔·麦克纳马拉尔）
英特尔全球高级副总裁

“中国在世界
上是引领移动支
付的。中国之外
的 世界却不是这
样，依然有不方便
的情况存在。这一
点上，其他国家可
以向中国学习。”

葛越
苹果公司全球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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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博会·人物专访

周涛，电子科技大学教
授，成都数之联科技有限公司
创 始 人 兼 CEO（首 席 执 行
官）。

2005 年毕业于中科大少
年班，2010年获瑞士弗里堡大
学物理系博士学位。2010年1
月，年仅 27 岁的他被聘为电
子科技大学特聘教授，成为当
时 四 川 省 最 年 轻 的 教 授 。
2015 年，他与屠呦呦等 7 名个
人、北斗导航等 3 个团队一
起，当选2015年度中国十大科
技创新人物。

周涛与学术界同行一起，
一直致力于“中国大数据研究
向国际一流标准看齐”。他是

“国外大数据系统研究的先河
之 作 ”——《大 数 据 时 代》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
格 著）的译者之一。

同时，周涛致力于大数据
“产、学、研”融合。他创办的
成都数之联科技有限公司,进
入了“2018中国大数据创新企
业TOP100”榜单。

中国十大科技创新人物周涛建言

打造大数据发展生态
重庆可从五方面发力

本报记者 黄光红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和人
类生产生活交汇融合，全球数据
爆发性增长、海量集聚，数据逐渐
成为堪比石油、黄金的战略资
源。“得数据者得天下”，已成全球
普遍共识。

在我国，无论是国家、企业还
是社会公众，都越来越深刻地认
识到数据的价值。在国家和各地
政府推动下，大数据应用于电信、
金融、工业、医疗、教育等诸多领
域。大数据产业，正在成为我国
数字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8月16日，在2019智博会首
场论坛——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
览会“智造新动能·智联新产业”
高峰论坛上，周涛是论坛主题演
讲嘉宾之一。他预测：未来5年
内，整个大数据产业生态的发展
将被激活。

论坛之后，就大数据的价值、
发展现状及未来、重庆如何发展
大数据产业等话题，周涛接受了
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谈大数据
大数据的“大”不是

数据量大，而是价值大

重庆日报：近年来，大数据作
为新经济领域的热点被越来越多
的人关注，也让许多人好奇。请
问，大数据究竟是什么？大数据
的价值在哪里？

周涛：所谓的“大数据”，不是
对数据量的简单刻画，也不是特
定算法和技术的发展，而是基于
多源异构、跨域关联的海量数据
分析所产生的决策流程、商业模
式、科学范式和生活方式上颠覆
性变化的总和。

大数据的“大”不是数据量
大，而是价值大，能够帮助我们做
出更有效的判断和决策。

举个例子：2008年德国世界
杯1/4决赛，德国队与阿根廷队比
赛前，德国队守门员教练科普克
撕下一页德国队驻地柏林大酒店
的便笺纸，用铅笔写下阿根廷队
几位球星主罚点球时的习惯。这
场比赛，最终被拖入了点球大
战。德国队门将莱曼根据科普克
的判断，4次扑救都判断对了方
向，并扑出两球，帮助德国队点球
大战获胜并进入四强。

这张便签纸上写着：“里克尔
梅：左上角；海因策：左下角；克鲁
兹：长距离助跑，右上角；阿亚拉：

长时间等待，助跑距离长，左下角；
罗德里格斯：大力抽射右边；坎比
亚索：短距离助跑，左上角。”后来，
这张便签以100万欧元的价格被
拍卖，但是其价值又远不止此。

事后科普克说，他做出判断
依靠的就是这些球星以前罚点球
的记录。

在我看来，这些记录虽然只
是很小规模的数据，但是对于决
策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也是典
型的大数据。

谈产业
大数据产业生态发

展会在5年内激活

重庆日报：大数据产业已成
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您对大
数据产业的发展趋势和发展前景
有何预测？

周涛：云计算从技术比较成
熟并为大众知悉，到真正产生大
范围盈利，经历了大约 15 年时
间。我认为，大数据可能也需要
大致差不多的时间。

从大数据提出开始到现在，
已经过了10年左右，市场上已经
开始了解大数据的价值并学会分
辨真正的大数据创新与伪大数据
创新。我预测，未来5年内，在传
统龙头企业之外，会有10-20家
在大数据概念提出后才成立的典
型的大数据创业企业，成为独角
兽公司或者市值超过10亿美元
的上市公司。得益于此，我国将
真正激活整个大数据产业生态的
发展。

重庆日报：近年来，在国家战
略推动下，大数据产业和应用得到
了快速发展。从目前情况来看，中
国大数据产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
发展阶段？面临着哪些问题？

周涛：目前在全球市场中，中
国的大数据产业其实非常有优
势。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和市场
优势，使得我们在数据应用层面
有充分的实践空间。但是，我们
也应该看到，我们在基础研究方
面，跟全球顶尖水平有一些差距。

比如，我国各行业对大数据
的认知还参差不齐。目前，有些
行业已进入到相对成熟的“数据
辅助决策”或“大幅提升生产效
率”阶段；而有的行业，却还处在
认识和接受大数据的阶段。所
以，我国发展大数据产业，未来还
有较长的路要走。

重庆日报：您创立的成都数
之联科技有限公司成长速度很
快。数之联的发展之路，能为其
他企业发展大数据智能化提供哪
些参考？

周涛：不同企业有不同的情
况，不能一概而论。从数之联来
看，核心竞争力是数据科学的技
术实力和对几个重点行业的行业
知识理解两个方面。

技术实力上，数之联有一支
强劲的算法团队，在基于数据挖
掘和统计推断的深度分析、网络
数据挖掘、机器视觉和自然语言
处理等方向上都有一些国际领先
的实践；在行业知识理解方面，数
之联先是聚焦比如智能制造、政
府智慧治理、智慧法院等几个重
点行业，再聚集了一批资深的行
业专家，让他们和我们原来的数
据科技团队充分合作，以此来产
出更好的行业解决方案。

谈重庆
需打造适宜大数据

发展的生态环境

重庆日报：您认为，重庆发展
大数据智能化产业有什么优势和
不足？

周涛：重庆的优势主要有两
点。一是政府高度重视，政策红
利大。在重庆完成的大数据创新
示范项目，影响力会很大。

二是重庆有相当雄厚的制造
业基础，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
一定会产生大量与大数据和智能
化有关的需求，这就为大数据企
业打造了最好的市场。

重庆的不足是产业领军人才
和中坚人才都不足，技术创新型
企业较少，缺乏科技型的龙头企
业。同时，推动创新发展的一线
风险资本也不活跃。

重庆日报：那么，重庆如何发
挥优势、弥补不足，抢抓大数据智
能化发展机遇推进经济转型？

周涛：个人建议，重庆可从五
个方面发力，打造适宜大数据发
展的生态环境。

其一，建设数据中心等支撑
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新型基础设
施；其二，提升支持大数据产业发
展的金融能力；其三，打造大数据
产业落地的应用场景；其四，鼓励
大数据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攻
关；其五，培养和引进大数据产业
发展亟需的梯度人才。

“如果有配套
的公司、律师、专
利保护等，基础科
学研究成果可以转
化为应用科学。”

Michael Levitt（迈克尔·莱维特）
诺贝尔奖得主

“ 突 破 工 业
App 关键技术，除
了要提升我国工业
企业的软件技术能
力以外，更要加强
市场化引导。”

倪光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

（以上为部分嘉宾名单，以现场实到为准）本报记者崔曜、夏元采访整理（图片均据智博会官网）

Dan Shechtman（达尼埃尔·谢赫特曼）
诺贝尔奖获得者

“人类的独创
性是最重要的可
持续的自然资源，
全世界应当充分
认识科学家、工程
师和企业家在塑
造未来方面的重
要作用。”

智博会·嘉宾观点

人物名片

8月22日，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智博会南区展厅工作人员正在做展会准备。 记者 龙帆 摄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简称智博
会），既是一个产业的盛会，也是一席思想的
盛宴。

本届智博会邀请了来自海内外的众多重
量级嘉宾——既有诺贝尔奖得主，也有院士
专家，还有世界500强企业高管、中国智能化
领域头部企业高管，他们的一些思想和观点，
对“产学研”各界都有较大、较深的影响力。

今日，重庆日报记者选取了部分嘉宾的
观点，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