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科院自動化所AI研發成果
■虹膜識別核心技術。突破國外封鎖，通過產學研用相結合走出「中國製造」之路，創造出「眼球經濟」。

■基於中科院自動化所語音識別技術的「紫冬語音雲」，已在淘寶、來往等阿里巴巴旗下移動客戶端產品中得到推廣。

■「分子影像手術導航系統」通過國家藥監局醫療器械安全性及有效性檢測認證並進入臨床應用。

■「智能視頻監控技術」和「人臉識別技術」多次成功應用於國內大型會議的安保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整理

學者：人工智能引領中國產業升級

習特通電話 討論中美經合
就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 期待G20峰會再度會晤

堅定不移推動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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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31日下
午就人工智能發展現狀和趨勢舉行第
九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
平就中國加快發展新一代人工智能作
出重要指示。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
到，目前，人工智能發展在粵港澳大
灣區產研聚集效應明顯，在一系列先
行政策支撐下，大灣區內企業正加速
佈局人工智能（AI，Artificial Intelli-
gence）產業和市場，助力打造全球
科創中心。擁有研發和人才優勢的香
港，也快速融入大灣區人工智能產業
體系，港資企業也借助這種天然優

勢，加速佈局內地市場。

四大領域擁自主核心技術
廣州佳都科技是粵港澳大灣區重要的

人工智能龍頭企業，自2008年正式進
軍智能技術領域，至今已10年。目前，
在人臉識別、視頻結構化、智能的數據
和知識圖譜四大領域擁有自主核心技
術，並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技術出身的公司品牌管理總監劉航，

對於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在短板上抓
緊佈局，確保人工智能關鍵核心技術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裡」一言深有體會。
「舉一個剛剛發生的例子。廣州地

鐵多年來有更改部分地鐵站站名的需
求，但牽一髮而動全身，存在一定技
術難題。外國人工智能企業報價動輒
千萬元，廣州地鐵望而卻步。而佳都
科技通過大數據技術攻關，解決了這
一貌似簡單實則複雜的難題，今年最
終以較低的成本幫助廣州地鐵順利實
現更改站名。」劉航說。
事實上，軌道交通智能應用，是佳

都科技的主攻方向之一，已和國內30
多個城市地鐵有合作，且在不斷拓展
之中。
習近平在10月31日還指出，要加

強人工智能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結

合，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人民創造美
好生活。在這方面，佳都科技也正加
速佈局。劉航透露，該公司正推出面
向慈善領域的人工智能應用板塊，並
將於今年12月正式推出。「我們會
與『寶貝回家志願者協會』合作，比
如，今後通過人臉識別、大數據等技
術，可以更高效、快速鎖定丟失人
口，助家庭團聚。」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大背景下，佳

都科技也加速佈局香港和海外市場，
於2017年註冊設立香港佳都科技有
限公司，以香港為海外資本、業務運
作的平台，開拓東南亞等國際市場。

大灣區企業加速佈局AI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這次進口博覽
會，松下參展面
積約700平方米，
是所有日企中展

位面積最大的。我們希望通過這次展會，展示松下面向
未來不斷創新的進取精神，展現松下為中國發展作貢獻
的決心和努力。」松下電器（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橫
尾定顯如是說。
橫尾定顯日前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書面採訪。他說，
本次進口博覽會為推動建立開放的全球貿易體系起到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也為松下深耕中國市場提供了難得機
遇。
隨着中國社會經濟不斷發展，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

高，中國消費者的需求也在悄然發生着變化。更好地理
解「中國需求」，今後更好地提供產品和服務也成為松
下想通過此次參展達成的目標之一。橫尾定顯說，松下
將攜旗下最具未來科技感的產品以及解決方案亮相本次
進口博覽會。

產業升級是一個機會
談起松下未來在中國的發展規劃，橫尾定顯說，中國

經濟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現在迎來了一個轉型期，
這當中「產業升級」是一個關鍵詞。這意味着傳統行業
必須利用IT等技術進行顛覆式的變革，同時眾多新行
業也將應運而生。
比如，中國的電動汽車市場迅速發展，而松下是電動
汽車鋰電池的世界最大製造商之一，「這無疑是我們的
機遇」。未來，松下除了將繼續保持在高端家電、車載
系統、自動化等領域的優勢外，還將利用已有技術資
源，在智慧城市建設、新能源等領域深入開發市場。
橫尾定顯表示，中國的開放舉措將有利於促進世界各

國加強經貿交流合作，促進全球貿易和世界經濟增長，
推動開放型世界經濟發展，也將給全世界企業提供更多
更好的成長機會。松下受益於此，在享受更好營商環境
的同時，也將承擔更多責任，努力為中國發展作出更大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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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10月31日，習近平
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
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
作。會議強調，要切實辦好自己的事
情，堅定不移推動高質量發展，實施
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
策，做好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
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有效
應對外部經濟環境變化，確保經濟平
穩運行。
昨日中央廣電總台發表「央視快
評」指出，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
常態」，國內面臨「三期疊加」困
難，國際出現貿易保護主義挑戰的情

況下，我國經濟前三季度依然能夠保
持總體平穩、穩中有進，依然能夠取
得居民消費價格基本穩定，製造業投
資回升到近年來較高水平，進出口較
快增長，秋糧獲得豐收等一系列可喜
成績，這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
核心的黨中央高超的駕馭經濟能力和
狠抓落實的實踐水平。
央視快評認為，在看到「穩」、把

握「進」的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
到「變」、抓住「變」。此次會議指
出，當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經濟下
行壓力有所加大。一方面，需要我們
要堅信我國的發展仍處於大有可為的

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國經濟發展的迴
旋餘地大，總體發展向好的基本面沒
有變。另一方面，面對經濟發展面臨
爬坡過坎、闖關奪隘的挑戰，我們要
拿出壯士斷腕、刮骨療毒的勇氣，發
揚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精神，堅持
新發展理念，不斷加快新技術、新產
品、新業態的開發，為中小企業發展
提供新動能；提高憂患意識和堅守底
線思維，消除長期積累的風險隱患；
釋放我國政策效應，提升我國高水平
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的競爭能力，
以擴大開放推動外部環境由弊變利。
快評最後強調，推動高質量發展，

我們必須心無旁騖、穩紥穩打。要牢
牢牽住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這個「牛鼻
子」，着力打造創新這個新引擎，堅
決啃下三大攻堅戰的「硬骨頭」，切
實辦好自己的事情。要實施好積極的
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做好
「六個穩」方面的各項工作，穩中求
進，以變應變，確保經濟繼續保持高
水平平穩運行。要大力支持民營經濟
發展，保證多種所有制經濟健康穩定
發展。同時，要為外資發展創造公
平、安全的發展環境，讓外資以切身
感受向世界傳遞中國發展成果和誠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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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應約同美國總統特朗普

通電話。特朗普表示，我重視同習近平主席的良好關係，願通過習近平主席向

中國人民致以良好的祝願。兩國元首經常直接溝通非常重要，我們要保持經常

聯繫。我期待着同習主席在阿根廷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期間再次會

晤。我們可以就一些重大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希望雙方共同努力，為我們的會

晤作好充分準備。美方重視美中經貿合作，願繼續擴大對華出口。兩國經濟團

隊有必要加強溝通磋商。我支持美國企業積極參加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左）11月1日應約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
網上圖片

習近平表示，很高興再次同總統先生通電
話。中方已就中美關係多次闡明原則立

場。希望雙方按照我同總統先生達成的重要共
識，促進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我也重視同
總統先生的良好關係，願同總統先生在出席阿
根廷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期間再次會晤，就
中美關係及其他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我們
兩人對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擴大中美經貿

合作都有良好的願望，我們要努力把這種願望
變為現實。

兩國經濟團隊要加強磋商
習近平指出，中美經貿合作的本質是互利共

贏。過去一段時間，中美雙方在經貿領域出現
一些分歧，兩國相關產業和全球貿易都受到不
利影響，這是中方不願看到的。中國即將舉辦

首屆國際進口博覽會，這顯示了中方增加進
口、擴大開放的積極意願。很高興眾多美國企
業踴躍參與。中美雙方也有通過協調合作解決
經貿難題的成功先例。兩國經濟團隊要加強接
觸，就雙方關切問題開展磋商，推動中美經貿
問題達成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進一步推進朝鮮半島無核化
兩國元首還就朝鮮半島局勢交換意見。習近平

強調，今年以來，朝鮮半島形勢出現積極變化。
中方讚賞總統先生同金正恩委員長舉行歷史性會
晤，推動了朝鮮半島無核化和政治解決進程。希
望美朝雙方照顧彼此關切，進一步推進朝鮮半島
無核化和構建朝鮮半島和平機制進程。中方將繼
續發揮建設性作用。
特朗普表示，今年以來，美朝會談取得了積

極進展。美方高度重視中方在朝鮮半島問題上
的重要作用，願繼續同中方加強溝通協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就人工智能發
展現狀和趨勢舉行集體學習，習近平總
書記強調，要深刻認識加快發展新一代
人工智能的重大意義，推動中國新一代
人工智能健康發展。中國科學院自動化
研究所所長助理陶建華研究員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人工智能技術已
到達即將爆發、可引領中國產業升級的
臨界點。中國人工智能技術及產業已在
模式識別等領域進入世界前列，未來在
傳統製造業智能化升級，以及人工智能
與物聯網結合等方面極具產業潛力。
習近平強調，人工智能是引領這一輪
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具
有溢出帶動性很強的「頭雁」效應。加
快發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關中國能否
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的
戰略問題。

應用位居第一梯隊
「大家都很受鼓舞」，陶建華表示，
國家將人工智能提升到重要戰略的高
度，令人工智能領域的科研人員備感激
勵。他認為，之所以如此重視人工智
能，一方面因為從技術發展的脈絡來
看，人工智能技術已到了可帶領中國產
業化升級的臨界點；另一方面，在這一
輪全球人工智能發展浪潮中，較之此前
幾次工業革命，中國具有更好技術基
礎。
陶建華表示，目前中國在人工智能的
應用上，已在國際第一梯隊。例如，以

模式識別為核心的產業化上，包括人
臉、語音等識別技術和應用，已走入國
際前列。中國擁有強大的市場，產業方
面也有迫切的升級換代需求，這令人工
智能在應用領域發展迅速。

相關芯片存在短板
但是，中國的人工智能依然存在短

板。陶建華認為，在具有原創性以及理
論深度的技術上，中國雖有一定的成
果，但與西方發達國家仍有差距。比
如，人工智能相關的芯片、基礎軟件平
台、工具平台等方面相對較弱。這些方
面，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佔優，中國還
屬於使用階段，中國研發的產品還不具
有不可替代性。「如果這個做不好，會
使中國人工智能發展面臨很大危機，很
可能被卡住。」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要確保

人工智能關鍵核心技術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裡。「核心技術，就是芯片和工具平
台以及具有源頭創新性的基礎原理」，
陶建華說，要對這些方面的研究加大投
入，形成源頭性創造性的文化和機制，
中國人工智能技術才能引領世界。
陶建華認為，中國在人工智能產業化
上仍有巨大潛力。中國是全球加工製造
業基地，人工智能可助力傳統製造業的
產業化升級、智能化改造。另外，中國
人口基數眾多，並對移動互聯有很高的
使用適應性，隨着5G時代的到來，人
工智能和物聯網的結合將是產業化的重
要突破口。

■人工智能應用
於智慧城市建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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