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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15日，第三届数字经济百人
会上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白皮书(2020年)》
（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显示，我国服务
业智能化产品比重的不断提升，带动服务业智
能化水平稳步提升。同时，会上还发布了《我国
工业数字化转型“云”洞察研究报告》。该报告
显示，重庆市的云智能指数值为9.0，位居全国
第九位。

据了解，《白皮书》由中国电子学会、中国数
字经济百人会、商汤智能产业研究院编写，主要
内容包括全球产业智能化升级的主要表现与特
征，我国产业智能化升级指标体系构建及指数
分析，全球产业智能化升级路径和效应等。

《白皮书》重点围绕我国产业智能化升级进
行指标体系构建和指数分析，深入论证了制造
业、农业、金融、医疗、教育、安防、交通、零售产
业智能化升级的路径和效应；提出积极打造智
能化新型基础设施、加快推进行业数据开放融
通、大力培育产业智能化运营系统、优化构建智
能化安全保障体系四大措施，为产业升级效应
研判和未来市场前景提供重要参考价值，为行
业主管部门制定出台发展战略及政策提供参考
依据。

《白皮书》显示，当前，我国产业智能化升级
总指数得分为48.7，其中5G及移动互联网普及
率、技术专利总数量、政策支持力度指标表现突
出并持续呈现增长态势，带动技术能力指标、创
新能力指标及可持续发展指标对我国产业智能
化升级总指数的贡献率分别达到25%、26%和
35%。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服务业智能化升级总
指数得分高达61.6。5G及移动互联网在服务
业的广泛应用，推动服务业产品持续向智能化
方向发展，创新型智能化产品种类不断丰富，智
能家居产品、虚拟现实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新产
品不断涌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服务业智能化产品比重已升值11.1%，带动
服务业智能化升级质量稳步提升。

当天，数字经济百人会还发布了《我国工业
数字化转型“云”洞察研究报告》。报告从企业

“上云”推动工业数字化转型特点、引领城市数
字化转型特点、典型地区工业云服务应用特征、
降低企业上云成本加速传统产业转型等方面进
行了分析。

该报告还显示，成渝地区整体“上云”水平
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四川省以发展先进制造业
为主攻方向，着力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上云”比例和应用深度处于中西部领先水
平。重庆市的汽车电子、智能装备等智能产业
发展态势良好，形成了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集
群，在智能化发展的基础环境上具备一定优势。

《新一代人工智能白皮书(2020年)》《我国
工业数字化转型“云”洞察研究报告》发布

重庆云智能指数值
位居全国第九

9月15日，在第三届数百会上，200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挪威皇家科学与
文学院院士、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
教授芬恩·基德兰德在线上作了题为《未

来经济之路》的报告，从短期和长期的视
角，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
提出了若干建议。

“从短期来看，我关心的主要问题是
国家的人力资本会怎样发展。”他谈到，人
力资本是经济学中使用的一个术语，取决
于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等，这在市场中可
以得到体现。以医院为例，一名脑外科医
生在教育上投入了很多，因此也会得到很
高的报酬。

他介绍，在目前情况下，许多人力资

本是人们通过在公司工作学习而获得的，
称之为“边做边学”。不过人们也会担心，
假如失业了，或者人力资源下降时，还能
像过去一样值钱吗？对此，他在研究中发
现，这实际上与人口统计有关。

人口统计学家将工作年龄定义为25
岁到65岁，如果用处于工作年龄的人数，
除以退休的人数，或者达到退休年龄的人
数，那么从统计结果看，在1950年，这一
比值是6。也就是说，7个人当中，有6个
是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只有一个处于退休

年龄的人。他还发现，这一比值随着社会
发展在稳步下降。这反映的其实是一个
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从长远来看也是一个
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另一个引起基德兰德关注的，是家庭
生产的问题。“如果把家庭看作是一个工
厂，如果你有炉灶，就可以购买食材回家
做一顿饭，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温饱
问题。再比如说，你在家里添置了洗衣机
和烘干机，就可以用来洗衣服，有干净的
衣服穿，而不需要把衣服拿去洗衣店。”在
他看来，家庭生产和市场生产之间就存在
着重要的互动关系。虽然目前还没有看
出来哪个对社会来说更有价值，但从家庭
生产来说，女性和男性一样，在很大程度
上参与生产，都是很有价值的。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芬恩·基德兰德：

人力资本取决于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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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高新波在第三届数百会
上作了《重庆数字经济发展的概况与初
步思考》的报告。“数字经济包括两个部
分内容，一部分叫数字产业化，另一部分

叫产业数字化。”高新波介绍、数字产业
化就是数字经济基础部分，即信息产业，
包括电子制造业、信息通信业、软件服务
业等具体业态；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
融合部分，传统产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
所带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提升，其
新增产出构成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

高新波表示，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国
家和重庆市都发布了一系列指导和扶持
政策，因此获得了快速的发展。重庆市

获批建设全国首个数字经济发展创新试
验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
验区……这些都为重庆数字经济发展奠
定了很好的基础。

高新波认为，重庆发展数字经济有
很好的优势：在新基建方面，包括5G的
组网、重庆数据中心的建设、中新（重庆）
国际互连网数据专用通道建设等；在产
业聚集方面，有重庆智谷、两江智慧体验
园、数字经济园区、仙桃数据谷、西部（重
庆）科学城等，有利于规模化集群发展；

在合作交流方面，智博会是非常好的智
能产业展示窗口和对外合作交流平台；
在人才方面，重庆有24所高校设有人工
智能方面的相关专业和学科，也有力助
推重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对于重庆数字经济发展，高新波有
几条建议：一是加强顶层设计，研究制定
数字经济发展指南，明确数字经济的发
展目标和路线图；二是推动数据共享，消
除信息孤岛推动数据互联互通；三是加
速生态建设，统筹布局产业链和创新链，
使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四是打造品
牌效应，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品牌效应突
出的数字经济试点示范应用，由重点突
破带动全面推进；五是扩大平台的应用
以及引导产教融合。

重庆邮电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高新波：

重庆可从五个方面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9月15日，在第三届数百会上，中国
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郑
纬民作了题为《新基建中的高性能AI算
力基础设施的架构与评估》的主旨报告。

他表示，人工智能（AI）是新基建的
重要组成部分。如今，AI已经能有多种
多样的应用场景，比如图像检测、视频检
索，包括安防、医疗诊断、自动驾驶等，其
技术核心是卷积网络；再比如博弈决策
类应用，包括交通规划等，其技术核心是
强化学习；还有自然语言处理，包括搜索
与推荐等，其技术核心是转换，就像是语
言翻译，从中文翻译成英文，从日文翻译
成中文，都需要进行转换。

自然语言处理需要强大的算力。他

介绍，有个模型叫作GPT，2019年2月当
它升级为GPT-2时，大约有15亿参数。
到 2020年 7月，当它升级成为GPT-3
时，就已经增长到1700亿参数。处理问
题的参数越多，处理问题的效果就越好，
这就意味着需要的机器就越多。随着人
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机器的需求大约
每3.5个月就会翻一番。

“在新基建的大背景下，下一代AI的
发展亟需大规模AI算力基础设施。”在郑
纬民看来，虽然GPT-3模型已经取得了

很大进步，但相比人类大脑还有很大差
距。因此，下一代AI模型可能将超过万
亿参数。

正因为AI算力基础设施很重要，人
们更需要一套AI算力的测试程序，利用
简单的指标来回答哪套系统的AI算力更
强、整个AI算力基础设施的发展状况如
何等问题。

然而，在他看来，这样一套测试程序
要做出来并不容易。目前，他带领团队
开发出了一套软件，可以对任何规模的
机器进行评估，并且能够评估反映人工
智能的核心问题。“我们已经做出了第一
版，在国内一些企业进行测试。今后还
将在国外进行测试，希望能构建一套在
全球范围内适用的软件。”郑纬民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郑纬民：

人工智能是新基建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的智慧城市可以与人互动，未
来的城市不再是一个只有道路、房屋、桥

梁、河流的城市，它将是一个智慧生活的
生命体。”9月15日，吴志强通过视频连
线作了《新基建逻辑与城市技术未来》报
告。他表示，过去人们把城市分为居住、
工作、交通、休闲四大功能；进入智能化时
代，人们认识到城市还是智能的有机生命
体。

“新基建为什么不是老基建？”吴志强
认为，过去的基建造的是肌肉和骨骼，现

在的基建造的是有神经系统的、有感知系
统的一个高级的生命体。2020年将是城
市规划、城市治理与大数据、移动互联网、
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集成的信息技术整
体建构非常重要的时期。

对于智慧城市的规划，吴志强表示，
城市正从单体建筑走向全系统运行管
理。“所有的智能建造、意识、构建，需要全
部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新体系。”因此，智

慧城市规划需要从5个方面入手：把建筑
信息模型作为城市信息模型的细胞，将建
筑作为城市细胞：对城市物质子系统建
模，导入多种数据；城市时空数据的导入；
城市突发事件预警包括自然灾害、火灾、
犯罪等数据导入，能够及时启动应急管理
预案；城市蓝图模拟规划，通过不同的情
景方案，来应对城市弹性与不确定性。

“2025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世界
各个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智
能水平将进一步拉开。”吴志强表示，城市
的智慧化要从治理能力出发，从百姓的需
求出发，从而加速提升未来新基建的城市
技术。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

城市正在变成一个智能生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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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由记者李星婷、张亦筑采写，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者卢越摄

9月15日，第三届数字经济百人会在重庆科技馆举行。来自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典型企业的代表共聚
一堂，围绕“数据要素驱动·融智赋能发展”主题，共议数字经济前沿新趋势，共谋数字经济发展新未来。

本届数字经济百人会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举办，不仅在重庆科技馆设置了线下主会场，还在权威网络
平台和智博会官网开展形式丰富的在线传播，让大众不在现场也能与专家在云端相见，聆听专家的真知灼见。

观点嘉宾

核心提示

本报讯 9月15日，在第三届数字经济百
人会上，中国电子学会、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
重庆市永川区政府签署了共建“科创中国”试点
城市的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支持永川区建设“科
创中国”首批试点城市，围绕数字经济和大数据
智能化等核心方向推动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以
科创新动能助推永川区高质量发展。

根据协议，三方将共建“科创中国”试点城
市的工作机制。中国电子学会将充分集聚国内
外产学研用创新资源，围绕数字经济和大数据
智能化等重点领域成立服务团队，搭建科创服
务平台，以多种方式助力试点城市建设。重庆
市科协将加强沟通协调，拓展合作平台，提升合
作深度，在相关工作中给予倾斜和支持。永川
区政府将积极组织园区、企业开展需求摸底，为
实现供需有效对接、促进科技经济深度融合发
展创造良好条件。

数字经济百人会上，首批“科创中国”数字
经济专家服务团正式成立。据悉，首批专家服
务团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
院科技委顾问李伯虎，重庆邮电大学党委副书
记、校长高新波担任顾问，中科曙光高级咨询顾
问、智慧城市架构师王琦等来自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和典型企业的12名专家组成，将为永川建
设“科创中国”试点城市，推动大数据产业持续
发展提供多角度、精准化、定制化服务。

此外，永川区政府、重庆市科协、中国电子
学会等单位还共同支持筹备成立“重庆大数据
产业研究院”。该研究院将致力打造“政产学研
金服用”相结合的创新创业资源集聚体，聚焦国
家和区域战略定位，面向地区和产业发展需求，
打造立足重庆、服务西部、面向全国的产业技术
服务平台和创新型服务组织。

中国电子学会、重庆市科协、永川区政府三方携手

共同支持永川建设
“科创中国”首批试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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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数字经济百人会昨日举行，专家学者共议数字经济新趋势

重庆发展数字经济有独特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