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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偉中任深圳書記 具科技專業背景

BAT三巨頭共論人工智能
IT產業報告：內地電信製造業去年收入達12萬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 IT產業的「風向標」2017中國

IT領袖峰會昨日在深圳五洲賓館舉行。今年峰會，BAT三巨頭李彥宏、馬

雲、馬化騰再次齊聚與眾多行業領袖和知名學者再度同台，就當下最熱門

的「人工智能」（AI）領域展開討論，深度揭示了行業未來發展趨勢，以

及整個行業將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所產生的影響等。

IT行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已經佔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峰會上，《2016年
中國IT產業發展報告》發佈，內地電子信
息製造業去年收入已達12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增8.4%。雲計算、大數
據、智能機器人和無人駕駛等行業均保持了
高速增長。信息消費對GDP增速貢獻率達
0.8%（2016國內GDP增速6.5%）。「互聯
網+」、「人工智能」深深改變着傳統行
業，今年將繼續推動傳統行業轉型升級。

李彥宏：AI堪比工業革命
今年IT峰會聚焦業內最熱門的人工智能
領域，主題定位為「邁進智能新時代」。業
內普遍認為人工智能在未來的5年-10年內
都會呈現快速增長態勢並將顛覆和重新定義
許多傳統行業以及商業應用，例如智慧醫
療、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無人駕駛、虛擬
助理、智能家居等等。
騰訊圍棋AI絕藝前不久在日本UEC圍棋
比賽中獲得冠軍，令騰訊在人工智能領域的
成果受人矚目。騰訊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
官馬化騰認為，Alpha Go讓全世界對人工
智能的認知達到了一個高潮。但圍棋顯然不
是人工智能的終點。在醫療、病理檢測等許
多方面，如果用計算機後台做出模擬器，進
行充分嘗試，也可以形成一套成熟的應用經
驗。這些經驗也將可以推廣到諸多行業。
對於未來人工智能應該走什麼樣的方
向？百度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彥宏解釋
稱，未來應該是機器工具去學習人的意圖。
在他看來，以後人再也不需要學習工具怎麼
用，以後人與機的對話、人和物的對話將變
成與自然語言的對話。這也是李彥宏篤信的
未來幾十年代表人工智能發展的最大方向。
這一領域其中包含自然語言識別、人機交互
對話等眾多領域，將能夠為萬千行業帶來改

變。「人工智能不是互聯網的一部分，不是
互聯網的第三個階段，而是堪比工業革命的
新技術革命」。

馬雲：中國要「換道超車」
作為IT界的段子手，阿里巴巴主席馬雲

的演講一向備受追捧。在此次演講中，馬雲
對互聯網與實體經濟關係，電商行業的未
來，人工智能的前景及帶給全社會的改變等
話題均有涉及。對於電商的未來，馬雲認為
零售業整體會轉變為「新零售」。「電商未
來5年將會高速增長，未來十年卻難說。電
商需要整合線上線下的資源，需要學會服務
客戶。」他稱，未來的製造業、服務行業都
會從規模化、標準化走向個性化、定製化、
智慧化。
對於人工智能領域，馬雲反對對人工智
能的過度神話。他稱，未來機器要成為人的
partner（夥伴），而不是替代人。在這個
領域的競爭中，中國不能「彎道超車」，而
是要「換道超車」。「彎道超車多半都會翻
車，而換道才有可能真正超車。」馬雲稱，
未來在智能芯片領域，中國仍有機會，而在
PC領域則非常困難。人工智能領域也將引
領中國傳統企業轉型，而真正轉型需要一切
業務數據化，一切數據業務化。

許勤參會備受關注
此外，4月1日剛剛被任命為河北省委副

書記的原深圳市委書記許勤，在2日上午回
到深圳亮相IT領袖峰會，並參加了全體嘉
賓合影。許勤甫一出現立刻成為全場關注的
焦點，引發廣泛關注。與會嘉賓將他團團圍
住，交談合影。
業內普遍認為，許勤將會把深圳的企業
和創新資源引入河北，帶動河北的科技創新
和雄安新區的發展。

新一輪重污染天氣今起襲北方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環境

保護部昨日表示，4月3日至6日，京津冀及
周邊地區將出現中至重度污染過程。已組織
7個機動督查組，赴北京、天津、河北、河
南、山東等地對重污染天氣應對措施落實、
工業企業達標排放等情況展開檢查。
經中國環境監測總站會商京津冀及周邊

地區省級環境監測中心，受污染物排放和
不利氣象條件影響，預計4月3日至4月6
日，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將出現中至重度污
染過程，其中，北京、天津、山西部分城
市、豫北地區和太行山沿線城市空氣質量
可能出現重度污染。

環保部7督查組緊急應對
環境保護部大氣環境管理司有關負責人

表示，針對本次重污染天氣過程，環保部

已向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
河南省人民政府發函，通報空氣質量預測
預報信息，提出預警提示建議，要求各地
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及時發佈相應級別預
警，切實響應各項應急措施。當空氣質量
比預測嚴重或持續時間可能延長時，要適
時提高預警響應級別。
環保部表示，密切關注空氣質量形勢。

同時，強化督導檢查，有針對性地採取污
染物減排措施。環保部於4月1日至5日，
組織7個機動督查組，由分管部領導帶
隊，赴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東等
地開展現場督查，重點檢查重污染天氣應
對措施落實、工業企業達標排放情況和揚
塵問題等，尤其加強重型柴油車監管，嚴
厲查處超標排放車輛。同時要求各有關省
市積極開展自查，每日報送自查情況。

網信辦關停18款違法直播應用程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根據網

民舉報和核查取證，國家網信辦會同有關
部門對「紅杏直播」、「蜜桃秀」等18款
存在違法違規行為的直播類應用程式進行
下架並關停。
核查發現，被舉報的直播類應用程式未

能落實主體責任，缺乏內容安全審核機
制，一些主播利用這些平台大肆傳播違法
違規內容。有的網絡主播身着軍隊警察制
服，佩戴軍銜警銜臂章等符號；有的衣着
暴露、行為極具挑逗性；有的直播時發佈
私人微信、QQ，誘導粉絲至社交平台進
行色情交易等。

國家網信辦相關負責人表示，這些網絡
主播的行為違反《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
法》、《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等法
律法規，對青少年健康成長帶來惡劣影
響，網民反映強烈。直播類應用程式作為
新興移動互聯網傳播平台，應認真落實主
體責任，傳播健康向上、導向正確的內
容。
此前，國家網信辦等三部門組成聯合檢

查組整治網絡直播平台亂象，將1,879名
嚴重違規網絡主播納入黑名單，在各直播
平台禁止其重新註冊賬號，防止死灰復
燃，營造良好網絡生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深圳3個月內兩
換帥，史無前例！深
圳昨日下午召開全市
領導幹部會議，宣佈
中央和省委關於深圳
市委主要領導職務任
免的決定，原山西省
委常委、太原市委書

記王偉中任廣東省委委員、常委和深圳市
委書記。原深圳市委書記許勤被任命為河
北省委委員、常委、副書記，提名省長人
選。會議同時宣佈，許勤不再擔任深圳市
長職務，按照有關法律規定辦理。目前，
深圳市長人選仍空缺。

曾任科技部副部長
深圳近年來以科技創新發展領銜，多名
主政者均是科技專家，新任深圳市委書記
王偉中也有雄厚的科技專業背景，曾任科
技部副部長。公開資料顯示，王偉中1984
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1987年在
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碩士畢業，並於2006
年獲得清華大學管理學博士學位。
1991年起王偉中在國家科委社會發展科
技司工作，此後一直從事與科技有關的工
作，歷任國家科委社會發展科技司生態環
境處處長、科學技術部條件財務司、科研
條件與財務司司長等職務，2010年4月到
2014年9月王偉中升任國家科學技術部副
部長、黨組成員，後調往山西任職。
記者注意到，1995年王偉中曾在美國能

源部國家氣候變化研究辦公室做客座分析

家。2012年8月到2012年12月還曾在哈佛
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做高級研究員。是次
交棒，距離上一任書記許勤就任僅3個月
時間，人事變動之頻繁，為深圳史上之
最。2016年12月30日，時任深圳市委書
記馬興瑞升任廣東省省長，31日，許勤接
棒任深圳市委書記，同時兼任市長。許勤
也是深圳政壇上在任時間最長的市長，又
是在任時間最短的書記。

中央對深科創發展寄予厚望
有專家指出，許勤調任河北省委副書記

同日，中央宣佈在河北設立最大相當於深
圳面積的雄安新區，意在將深圳特區的改
革創新經驗，尤其是科技創新資源輸出到
河北。而曾任科技部副部長王偉中主政深
圳，反映中央對深圳在科技創新方面的進
一步發展寄予厚望。

王偉中履歷
王偉中於1962年3月生（漢族），山西朔州人，1983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7
年4月参加工作。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畢業，水利電力部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碩士
研究生學位，清華大學在職研究生，管理學博士。

1987年4月至1991年8月，在水利電力部水資源辦公室、水利部水資源司工作。

1991年8月至1998年7月，在國家科委社會發展科技司工作，先後出任該司資源環
境處主任科員、綜合資源處副處長及生態環境處處長。

1998年7月至2001年12月，先後出任科學技術部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和生命
科學技術發展中心代主任（正處級）、主任（副局級）。

2001年12月至2006年3月，任科學技術部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主任（正局
級），2004年2月至2006年2月期間，掛職任雲南省昭通市委常委、副市長。

2006年3月至2014年9月，先後出任科學技術部條件財務司、科研條件與財務司司
長，科學技術部副部長、黨組成員。

2014年9月，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2015年9月，兼任山西省直工委
書記。2016年10月，任太原市委書記。2016年11月，不再兼任山西省委秘書
長。

2017年4月，任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委書記。

資料來源：人民網、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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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料未來十年
90%工作被AI取代
香 港 文

匯報訊（記
者 何花 深
圳報道）阿
里巴巴主席
馬雲在演講
中稱，過去
實體經濟的
確受到了互
聯網的衝
擊，而實體
經濟老闆所
需要思考的
不該是受到
了多大的衝擊，而應該是怎樣擁抱互聯網。創
新工場創始人兼CEO李開復則預測，無人駕
駛目前已經進入黃金時代。
「無人駕駛不是說要等十年才取代人類，

而是現在半無人駕駛已經發生了。只要增加
傳感器，讓道路變得更聰明。」李開復認
為，當汽車能聽能看能動時，這些同樣的技
術也運用在機器人身上，對整個工業都會有
特別大變革的作用。
此外，李開復預測，從事翻譯、新聞報

道、助理、保安、銷售、客服、交易、會
計、司機、家政等工作的人，未來十年將有
約90%被人工智能（AI）全部或部分取代。

■李開復在會上發言。
記者何花 攝美學者分享麻省理工創業經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
道）昨天參會的除了內地IT業界和學
界知名人士，也有來自美國、德國等
國外知名業界人士。美國國家工程院
院士、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陳剛分享了
麻省理工機械系創業的環境及其教
授、學生和校友的創業項目，其中包
括可實現不沾效果的新型材料、智能
廢水處理項目，以及手搖輪椅等新技
術。
「近10年機械系教授創立了50多
家公司，Kiva systems、iRobot等項目
在業界關注度較高。」陳剛說，麻省

理工之所以能夠實現眾多技術創新，
有幾個方面原因。首先，從基礎研究
和教學階段，學校注重對學生既動腦
又動手的綜合能力培養，鼓勵學科間
交叉合作，鼓勵學生教授創業。此
外，學校自身為鼓勵創業，專門培育
了輔導教練，為學生搭建了創業輔導
網絡。創業資金的來源則離不開眾多
校友的資助，學校利用校友的捐助款
成立了創業基金，有新創意和技術的
學生可以申請這筆資金作為自己的啟
動資金，使項目可以在當地實現就近
孵化。

■■許勤履新後的首個活動許勤履新後的首個活動，，一現身便被團團圍住一現身便被團團圍住。。 記者何花記者何花 攝攝

■■中國中國ITIT領袖峰會開幕前領袖峰會開幕前，，與會嘉賓合影與會嘉賓合影。。 記者何花記者何花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