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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十世班禅》
巨幅唐卡在博鳌展出
展示锦绣河山，赞颂民族团结

本报博鳌3月25日电 （记者陈蔚林 通
讯员黄潇）3月 24日下午在博鳌亚洲论坛成
立会址（膜结构）开幕的《一代宗师·十世班
禅》巨幅唐卡艺术展览吸引了大批参会嘉宾
驻足欣赏。

据介绍，《一代宗师·十世班禅》是一幅珍贵
的唐卡杰作。工艺美术大师桑杰本率60多名
艺术工作者，以新中国的建立和西藏和平解放
的历史为题材，在5年间利用高超的唐卡绘画
艺术手法，将世界屋脊灵秀神山冈仁波齐的自
然生态和极乐净土“香巴拉”的人文心态，融入
1.8米高、56米长的巨幅唐卡。

画卷中，2500多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泱泱
中华的锦绣河山跃然纸上，充分展示了十世班
禅大师为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而奋斗
不息的一生。

展览由海南省佛教协会主办，深圳市佛教
协会、青海省宗喀大慈宏觉寺、湖北省佛教协
会、海口农商行承办。来自马来西亚、柬埔寨、
菲律宾、缅甸、越南、新加坡等各国的嘉宾出席
了开幕式。

博鳌·通用航空产业发展论坛召开

乘直升机飞越
琼州海峡将只需八分钟

本报博鳌3月25日电（记者邵长春）记者
从今天在博鳌机场召开的“博鳌·通用航空产业
发展论坛”上获悉，琼州海峡有望三个月内实现
通航服务，届时乘坐直升机飞越琼州海峡只需
八分钟。

该论坛由海航通航投资集团（以下简称“海
航通航”）主办，为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官
方合作伙伴会外活动，也是通用航空话题首次
进入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海航通航运营总裁徐立冬在接受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该公司在全岛建有
50多处直升机停机坪，为在海南拓展通航业
务，助力全域旅游提供了强大支撑。同时该
公司在广东徐闻也建有停机坪，有望在三个
月内提供飞越琼州海峡的个性化通航服务，

“届时客人通过预约，乘坐直升机飞越琼州海
峡只需八分钟。”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通用航空的发展也成
为两会热点议题，中国民航局局长冯正霖再次
强调民航局已将通用航空作为民航两翼之一
重点推进发展的战略方向。据了解，目前我国
通用航空作业总量80%以上来自飞行培训和
工农林航空作业，通用航空具有的交通、应急
救援、消费等基本功能应用严重不足，市场结
构性失衡明显。

本届论坛以“中国通航产业发展现存问题
及解决之道”为主题。来自行业主管部门、国内
外通航业内知名学者专家、通航运营商高管代
表、世界领先的通航飞行器制造商代表、地方通
航产业发展主管官员等参加了座谈。

论坛就当下通航政策进行了解读，并针对
目前通航存在的问题、各地方政府怎样为本地
区的通航发展提供支持、如何发挥好通航企业、
通航智库和行业协会作用，共同推进通航产业
发展，展开了思想碰撞，对通航产业发展面临的
新形势与新挑战进行了深入剖析，对解决措施
进行了初步探索。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自去年AI人工智能机器人Al-
phaGo战胜李世石并在今年春节再
次狂胜众多世界围棋冠军以来，关于
人工智能的话题就备受关注。

AI未来能否真正像人类一样思
考？人们的饭碗是否会被AI抢走？
人类是否会被自己创造出来的机器打
败？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人工智能：对
话科学家”分论坛上，张首晟、王小川、
张亚勤等多位专家学者围绕这些话题
展开激辩。

人工智能能否代替人类？

人工智能话题的核心是AI是否
能真正像人类一样思考与创造。在这
一问题上，汉森机器人技术公司首席
科学家本·戈策尔（Ben Goertzel）是

AI的坚定支持者。他表示：“人工智
能在接下来几十年将能够完成人们所
做的所有工作，并且比人做得更好，所
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我认为人工
智能能够代替人类。”

他的观点立即遭到清华大学教
授、脑科学学家鲁白的反驳。鲁白认
为，AI可以完成包括逻辑分析、做决
定等一般层面的人类认知功能，但人
类的高级认知功能，包括语言、自我意
识、想象力、创造力以及人特有的目的
性行为，是AI达不到的。

搜狗CEO王小川也不认为AI能
赶上人类。“人很笨，机器更笨。”他说，
人工智能实际上自上世纪60年代已
经开始，前两个阶段都失败了，如今依
靠大数据技术进入第三阶段。通过大
数据把“套路”教给机器，但机器只能
处理见过的“套路”，处理不了复杂的
系统。

拥有高级智能的一大标志是拥有
情感，鲁白认为机器不会拥有。本·戈
策尔随即表示不能以人类的情感为机
器下定义，“机器有机器的情感”。

美国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终
身教授张首晟提出了AI是否达到或
超越人类的终极判断标准：“哪一天机
器人可以做出新的科学发现，比人类
发现得还要早。就像100年前爱因斯
坦可以预测引力波的存在一样，机器
人也可以预测一个新的技术出现。”

不抢人饭碗，反给人造饭碗？

尽管争论纷纷，但在场者大都同
意，就当前AI的水平而言，谈论其是
否超越人类为时尚早。但关于这一新
鲜事物，我们到底是习惯性恐惧，还是
乐观面对？

其中的关键是，AI是否会足够聪

明以至于抢了人们的饭碗？尽管对
AI未来是否超越人类持谨慎态度，但
百度总裁张亚勤表示，在“理性”层面
上AI能够替代人类。“可以讲在未来
10年左右，任何东西人可以描述的，
可以定义的，人可以有答案的，机器都
会超过人。”本·戈策尔表示，未来在
纯体力劳动和管理事务上人类不可避
免会被AI替代。

张首晟提出了“乐观”的可能性。
“机器越变越聪明，但是机器也帮助
人，使人更聪明。”例如在教育方面，他
认为，当前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
个性化，不同的人面对一位教师，一位
教师就一种讲法，不利于每个个体成
长。AI则可以对每个人进行观察，提
出个性化的学习方法，帮人变聪明。

张首晟说，如果AI能帮人们进行
有效学习，他们就能掌握更多技能，不
会因此丢掉工作。

AI可为人类带来巨大价值

“你一会聊爱情、一会聊天气，一
会聊股票，它会疯掉。但如果只聊爱
情，它会做到以假乱真的地步。”现场
嘉宾指出，在特定的AI领域，AI已经
可以为人类带来巨大的价值。

他们指出，目前AI在教育、医疗、
交通等多个领域均有成功案例。“曾经
有人做盲测，大学生上课，这里面有真
的教师，也有机器人在答疑，一个学期
下来，机器人打分最高。”张亚勤举例。

他们还指出，随着机器深度学习
能力进步，当前AI发展正处于从狭
义、专业的 AI 向通用 AI 过渡的阶
段。这预示着其为人类服务更美好的
前景。本·戈策尔说，“不管怎样，人工
智能会在越来越多领域帮助人类。”

（本报博鳌3月25日电）

专家学者激辩人工智能发展问题

AI：为人服务还是抢人饭碗？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周晓梦

又是一年博鳌时间，如往年一
样，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
会上也有我们海南百姓代表的身
影。论坛开幕前夕，通过“海南之光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百姓
代表选拔活动”，4位百姓代表脱颖
而出，这几天，他们正穿梭在各个论
坛、会场之间，作为百姓代表发声，
为海南取经。

“我们要带着百姓的眼睛和耳朵
参与年会，一方面是作为百姓代表发
声，另一方面是用百姓听得懂的语言，
把论坛的声音传递给他们。”从事传媒

行业的百姓代表陈启介绍，这是她参
加博鳌亚洲论坛的重要职责。

三天来，陈启在论坛上听到的观
点、学到的知识以及所有思考，都不
由自主地围绕海南展开，寻找海南
落点。她一直希望发挥自己专业所
长，为海南影视文化产业发展添上
一笔一画。

在“未来的商业”分论坛上，她思
考未来线下线上及物流结合的“新零
售”、数字科技和电子商务等新兴商业
模式，与海南影视文化产业发展是否
存在隐形的相互渗透。

“我们都渴望接收博鳌亚洲论坛
前沿的思想动态，将之有效地转化，为

自己所用。”百姓代表吴坤仲说，他们
日常工作主要是构建完善的创业服务
体系，为海南的创业青年、小微创业者
服务。

有渴望，就会有准备。翻看吴坤
仲那份论坛手册和分论坛信息表，几
乎每页都做了笔记，必参加的标识、引
发的思考、嘉宾观点的速记……

“意犹未尽。”这是吴坤仲在现场
最深的感触，他说，自己会整理相关议
题，将它们延伸至海口青创会日常沙
龙讨论中，将博鳌亚洲论坛的“思想富
矿”分享给大家。

“您觉得足球体育运动在未来教
育中起着怎样的作用？”百姓代表刘锐

在分论坛“未来的教育”中向清华大学
校长邱勇提问。从事旅游体育产业的
刘锐对青少年体育教育和海南的体育
产业发展最为关注。

“特别高兴能够得到邱校长的回
复，嘉宾们富有见地的回复不仅让我
了解到了新理念、新知识，也让我深深
感受到作为百姓代表我们肩上的责
任。”刘锐说。

百姓代表张雷平日里的工作与生
活中的见闻让他一直关注着海南的青
年人才议题。为了好好抓住这次博鳌
亚洲论坛机会，充分地传递海南青年
人的所想所思，他特意带着自己的“海
上青年梦工程”构想来到博鳌。

“‘海上’就是应和着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概念，‘青年’是指在海南
发展的有志青年们，而‘梦工程’则是
指政府、企业等社会各界共同联手打
造的人才发展机制。”张雷介绍。

带着这样充满愿景的概念，张雷
在论坛期间积极参与大小论坛会议，
与诸多参会嘉宾聊海南。“赶”了几天
论坛的张雷收获满满：“第一次见到
这么多政商学界大咖，所以这绝对算
得上是一次学习之旅。”张雷说，而最
重要的收获还是自己作为百姓代表
为广大百姓搭建起了一条通往论坛
的桥梁。

（本报博鳌3月25日电）

我省4位百姓代表论坛“赶场”忙

代表百姓发声 为海南发展取经

2017博鳌乐城健康产业论坛举行，探讨健康产业大趋势大融合大未来

打造海南“一带一路”健康驿站

政界人士、企业家、专家学者共论
“未来的商业”——

线上线下融合是
未来商业的趋势

本报博鳌3月25日电（记者陈雪怡）在传
统零售业还在感受、应对电商冲击之时，有部分
人认为，电商已经过时，未来的零售将是线下、
线上、物流结合的“新零售”。未来的商业可能
怎么演变？今天下午，政界人士、企业家、专家
学者等齐聚一室，围绕“未来的商业”话题展开
交流讨论。

“目前还有很多人刚学会使用智能手机和
网上购物，这个过程并不可逆，线上电商优势依
然存在，且线上增长会比线下快，但未来会达到
共同发展的平衡。而线下部分门店的关闭，也
会让线下的生意更好，留下来的也会更强。”58
集团CEO姚劲波说道。

中国商务部前部长陈德铭提到，未来的
商业，实际上讨论的是未来人们的收入和商
业模式，而商业模式永远是多元化的。他认
为，“线上与线下融合是未来商业的趋势。
如果没有线下的体验，那么线上商品很难扩
大销售。”

“技术将驱动便利店行业成未来商业蓝
海。”敦煌网CEO王树彤以便利店为例，她表
示，目前数字便利店不仅在中国是风口行业，在
海外也正是一片发展迅速的蓝海，未来会在技
术的驱动下得到新的创新。

此外，分论坛与会嘉宾还就跨境电商、商业
支付、消费行为等各抒己见，并预测选出了未来
商业发展的5个关键词——选择、融合、数字货
币、买全球卖全球、便捷。

3月25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人工智能：对话科学家”分论坛现场，嘉宾踊跃分享自己观点。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博鳌3月25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张重辉）今天下午，2017
博鳌乐城健康产业论坛在博鳌恒大国
际医院举行，110多名知名产业专家、
学者、企业家、金融和互联网大数据专
家应邀参会。

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何界生，中
国工程院院士郝希山、倪光南，中国科
学院院士顾瑛，美国布莱根和妇女医
院教授马克·戴维思等嘉宾围绕健康
产业发展的大趋势、大融合和大未来
进行了主旨演讲，19名嘉宾就健康产
业的国际经验借鉴、“健康+金融”、“健
康+大数据”等方面展开互动讨论。

谈及大健康产业的发展趋势，何界

生提出，发展健康产业就是以人为本，
以提高人的健康水平为目标，要大力推
进健康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发
展方式由治病为中心转变成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吸
引各类投资进入健康产业，打造海南

“一带一路”健康驿站，更好地满足市场
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需求。

而说起当前“健康+金融”的融合
现状，嘉宾主要从健康产业和保险业的
融合进行了探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
融学院副院长赵岑说，现阶段医疗服务
的提供机构是以项目方式收费，提供的
服务越多，收费越多，就不可避免地存
在过度医疗的问题。与此同时，保险公

司希望客户尽量不得病、少得病，从而
降低医疗的保险成本。“现在双方的利
益是不一致的，为了融合就需要实现医
疗付费端和医疗服务提供端的利益相
一致，如果将医疗服务提供方服务的会
员不得病、少得病作为判断医院和医生
服务质量的标准，或许能够助推保险和
医院双方利益的一致性，进而加快‘健
康+金融’的融合。”

针对健康产业与大数据的融合，
倪光南提出，健康产业要重视标准的
建设、数据的推导：“目前我们在一个
医院检查的数据，到下一个医院就不
能使用，当下就是需要将这些数据设
法利用起来。”而实现通用，就需要专

家制定标准，使得数据能够充分运用
好，实现跨界的融合。

目前，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下称“先行区”）在9项特许
政策的支持下，投资洽谈项目已达92
个，通过医疗技术评估项目36个，开
工建设项目27个，总投资228亿元，初
步形成医学美容抗衰老、辅助生殖医
学、抗肿瘤治疗和健康管理养生养护
等四个方面的产业集聚。对于先行区
未来的规划，琼海市相关负责人表示，
先行区将加大研发支持，研发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加快以生命
科学、生物制药、生物医药、高端医疗
器械、健康管理等领域的科研院所的

全面合作，鼓励研究机构与企业资源
共享联合开发。同时，注重高精尖队
伍的建设，集聚国内精英，引进国内外
知名医疗技术人才，建设成为高端医
疗人才集聚区；主导健康大数据平台
建设，与全球顶尖医疗机构合作，充分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的先进技术，实现
健康信息互通互联，将先行区打造成
高端医疗健康领域交流的平台。

据介绍，该论坛由省商务厅、省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海南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委会主办，恒
大健康集团、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海南第一成美医疗产业集团和海南博
鳌麦迪赛尔国际医疗中心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