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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向来被全球
AI行业视为风向标。今年的盛会上，又有哪些值
得关注的“风向”？

数据智能：
驱动产融数字化转型

如果把转型中的金融行业比喻成一辆车，数
据“燃料”的质量将直接决定决策“引擎”的性能。
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打破数据孤岛，应对产融数字
化的各类决策场景？

数库科技创始人、总裁沈鑫在“数据智能、
链接未来”分论坛上表示，伴随数据需求从“流
程自动化”转向“决策智能化”，实现产业到企
业的完整动态全景画像成为产融数字化决策
的基础目标。数库科技利用产业图谱和企业
图谱构建“精准营销+智能风控”的应用场景，
可帮助银行实现精准拓客及对风险识别、传
导、处置的全流程管控，加速对公业务的数字
化转型。

幻方量化合伙人徐进透露，在自建AI超级计
算机“萤火”的支持下，量化模型正利用行情数据、
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产业链信息等另类数据，通
过深度学习为股票定价。嘉实基金研究部副总监
李罗丹表示，以数据中台为内核、人机协同为路
径，投研数智化在主动投资中发挥着提升机会与
风险捕捉能力的作用。

论坛与会者纷纷表示，在产融数字化转型过
程中，数据智能将成为核心驱动力。

商业AI：
为企业运营“画龙点睛”

对于零售企业和金融机构而言，战略重点由
“经营产品”转向“经营用户”已成大势所趋。但投
入大量资金和人力，为何仍难解决获客成本高、转
化率和复购率低等“痛点”？

首度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商业AI高峰
论坛”尝试给出答案：传统企业转型有赖智能运营
决策大脑的支持。

“作为商业决策的底层核心技术，商业AI的
优势是能精准找到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从而预
知未来并做出决策，为企业经营‘画龙点睛’。”画
龙科技创始人宋碧莲说。

宋碧莲透露，画龙科技的智能运营决策机器
人“AI运营官”拥有以数百个AI算法构成的智能
运营决策大脑，以及数据处理、商机转化等五个中
心，可为私域流量实现权益优化、成本优化等全生
命周期的智能运营。

在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管维镛看来，
新发展格局下，挖掘商业价值的方式正在发生转
变。商业AI技术的广泛应用，有望为各行业数字
化转型按下“快进键”。

可信AI：
坚持技术向善

人工智能应用日益广泛，如何确保其安全、可
信和公平？可信AI被认为是数字时代抵抗风险、
实现科技“普惠”的关键。

蚂蚁集团副总裁、首席AI科学家漆远在“可
信AI论坛”上透露，集团在可信AI技术体系中正
式上线部署的“智能对抗”技术，可借助“双手互
搏”演习机制，让AI模拟黑产对自身发起攻击，从
而实现风险识别和抗击打能力的自动进化升级。
目前，“智能对抗”技术已覆盖支付宝风控的反欺
诈、交易安全等多个场景。

此次论坛联合20多家机构、组织和企业，面向
全球发布《促进可信人工智能发展倡议》，号召行
业坚持技术向善，确保可信AI造福人类；坚持权
责共担，推广可信AI价值理念；坚持健康有序，推
动可信AI行业实践；坚持多元包容，凝聚可信AI
国际共识。

（新华社上海7月10日电 记者 潘清）

2020年4月，当疫情为“无人
经济”提出更高要求时，首批来自
上海的港区无人车队Q-Truck

“逆行”出海，来到泰国林查班港，
赋能“一带一路”智慧输出。

如何共享AI发展，如何利用
AI协同共治？大会上，多个国际
组织的代表表示，人类运用科技力
量共建美好家园的愿望是一致的。

AI好比生活中的柴米油盐
——“如果把算力水平和应用场
景，看作AI在生活领域的两条
腿，‘算力’这条腿很粗壮，呈指数
级增长，但‘应用场景’这条腿仍
相对细弱，还处于线性增长中，有
大量吃穿住行、线上线下的细分
新场景待开拓。”红杉资本全球执
行合伙人沈南鹏说。

它还可以赋能百业——“通
过实践，格力电器已实现‘黑灯工

厂’——无人化工厂目标，原来要
上万人的工厂现在只需要1000
多人。数字化建设带来精度、质
量和效率的颠覆性变化。”格力电
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说。

它同时也在追逐星辰大海
——腾讯和国家天文台在大会上
共同发布“探星计划”，将AI技术
用于寻找脉冲星，探索宇宙。腾
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说，该
计划基于上海腾讯优图实验室的
计算机视觉技术、腾讯云的计算
能力，用“云+AI”帮助“中国天
眼”（FAST）处理每天接收到的
庞大数据，并通过视觉AI分析找
到脉冲星线索。

万物有“AI”，方可“众智成
城”。

（新华社上海7月9日电 记
者周琳 董雪 龚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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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AI 遇 见
“X”，会发生怎
样的化学反应？
人工智能产业
的应用正在世
界范围内引发
高质量发展的
“回响”，让城市
更聪明，让企业
更高效，让生活
更便捷……

7月 8日至
10 日，2021 世
界人工智能大会
在上海召开。这
是一场 AI 领域
的国际盛会，集
聚上千位来自国
内外的“最强大
脑”、举办近百场
高端论坛头脑风
暴。这还是一次
源头创新和前沿
研究成果的惊艳
亮相，柔性脑机
接口、仿人机器
人、人工智能芯
片、无人驾驶车
等成果首发首
展。这更是一
场“智联世界，
众智成城”的协
同共治大会，以
技术“向善”为
目标，描绘人工
智能世界共治共
享新蓝图。

当镜头对准AI@SH主题展
的“芯片轴”，17款智能“芯”次第
展开，“量产一代”“点亮一代”“探
索一代”，在人工智能关键硬件基
础和核心技术的“芯”赛道上，技
术突破的能力正不断提升。

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日新月异，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需要大量颠覆性科技来开
路。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代
表，人工智能的颠覆性色彩已经
显现。

“我们一直认为，人工智能的
终极状态不是人工智能取代人，
而是人机共存、人机共融，而脑机
接口正是大脑与外界设备直接沟
通的渠道。”植入过程不再像以往
那样需要进行开颅手术，柔性电
极器件可以漂在大脑中并能避免
排异反应，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
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陶虎
一边说，一边向记者展示柔性植
入式脑机接口新成果。在他身
旁，已被植入脑机接口的小白鼠
行动自如，最长连续记录脑电信
号的时间已超过8个月。在陶虎
的设想中，下一步是人体临床试
验，既有望为渐冻症等疾病患者
带来福音，也为更多未来研究打
下基础。

既敢于伸手触摸国际最前沿
的技术竞争，也不忘俯首探底、筑
牢芯片等人工智能产业之基。

从思元100云端推理芯片等

“量产一代”，到天数智芯7纳米
通用并行图形处理器（GPGPU）、
地平线征程5车规级智能芯片等
新发布的“点亮一代”，再到未完
待续的“探索一代”，一颗颗人工
智能芯片如同星光汇聚。

“我们设计可靠的底层架构，
以低的供应链迁移成本，实现可
靠的算力性能，让每一份算力都
能‘用在刀刃上’。”上海天数智芯
董事长刁石京说，目前天数智芯
的处理器已应用于国内多个主流
服务器厂商，适配结果良好，为自
有产业生态建设迈出第一步。

行走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
展览现场，一个个有着中国传统
文化色彩的全新名字，正在关键
技术发展路程中，镌刻出更多中
国印记：凝聚了320万名程序员
的百度深度学习平台“飞桨”、千
亿级大参数量的中文预训练大模
型华为“盘古”，“镇馆之宝”之一
的扩博智能则用“不啻微茫，造炬
成阳”来介绍自己。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在致辞中
表示，在产学研用各方的共同努
力下，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取
得了显著成效，图像识别、语音识
别等技术创新应用进入了世界先
进行列。人工智能发明专利授权
总量全球排名第一，核心产业的
规模持续增长，已经形成覆盖基
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的完整产
业链和应用生态。

人工智能已经悄然融入当今
世界，为治理、制造、生活等领域
赋能，成为数字化转型浪潮中的
新动能。

——AI+治理，让城市更聪
明。黄浦江畔灯光秀流光溢彩，
5天时间340万人次到场观看，
大客流人群如何做到聚而有序、
多而不乱？背后全靠“一网统管”
的“城市大脑”在运作。7月7日，
上海数字治理“最小管理单元”二
期成果正式发布，上海迎来12个
城市智能体创新场景、58家城市
数字化转型生态伙伴。“我们致力
于高效处置一件事，让市民更有
获得感和安全感，也让这座城市
更加宜居，更有温度。”上海市城
市运行管理中心主任徐惠丽说。

——AI+制造，让企业更高
效。同样是在7月7日，华为发
布“全栈一体化仿真平台”解决方
案，为汽车等制造行业企业提供
了强大的数据基础设施。智能语

音领域的龙头企业科大讯飞将声
音用到了工业领域，例如判断工
业压缩机故障，过去靠“人耳”听，
而对于“顺风耳”图聆工业云平台
来说，解决问题效果更显著。

——AI+生活，让生活更便
捷。在世博源旁的“AI赛道”，
2021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自动
驾驶应用体验有序开展。由小马
智行和商汤科技两家企业提供的
自动驾驶车辆，沿着总长2.8公
里的体验路线行驶，途经12个路
口。驾驶中，安全员双手离开方
向盘，把行驶重任交给了人工智
能系统。

转换场景来到世博源的AI
智慧商街，AI元素随处可见。在
书店随手拿起一本书，智慧书架
便会实时显示书籍的介绍信息；
不知道选用哪种护肤品，拍张照
来检测肤质情况；站在试衣镜前，
不用换衣服就能把美美的新衣虚
拟试穿一遍……

新驱动 瞄准源头前沿“攻坚战”

新动能 深度融合实体经济“新主线”

新蓝图 全球协同治理共享“成果”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探“风向”

参观者在一辆无人驾驶卡车前交流讨论。

一款名为Walker X的大型仿人服务机器人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览现场演示按摩功能。

参观者（中）在展会现场体验体感机器人玩具。

⬅ 参观者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览现场体验一款智能
座舱的仿真自动驾驶功能。

小朋友在工作人员指导下体验一款VR眼镜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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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