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从治理到开放共享，到授权
应用，最后带来的是重构。”肖雪认为，
在新型互联网体系下，2B、2C之间的变
化是在组织流程中出现，需要打破藩
篱，流程再造。

肖雪说，解决效率问题，尤其是组
织型的，要从流程再造和改造入手，现
在的方式已经从传统的过程性推动进
展到以启动流程数据的方式来解决。

比如解决数字政府的问题，就必须解决
组织通、流程通、数据通等问题。

为企业提供数据服务，则要解决它
的内生动力问题。肖雪表示，重庆有很
好的制造业基础，这为重庆解决整个链
条的问题提供了可能——从原材料制
造、流通、消费到服务，通过工业互联
网，在打造数字链过程中形成总体的供
应链，产生最终的价值链。

浪潮集团高级副总裁肖雪：

建设工业互联网助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近年来，苹果通过硬件、软件及
服务的集合，展示着大数据智能化

所带来的无限潜力，如智慧医疗、健
康运动……但葛越认为，大数据智
能化时代带来的机遇还应惠及更多
人。

葛越以智慧医疗为例，展示了
大数据智能化对普通人生活带来的
影响。智慧医疗意味着普通人能够
通过智慧医疗软件预判健康趋势，
提早介入，从而减少慢性病、常见病
发生机率。而苹果公司推出的智慧

出行，未来也将通过将信用卡、登机
牌等集成在电子钱包里，帮助消费
者实现一机在手出行无忧的目标。

葛越称，苹果公司将支持并培育
智能应用，建立大数据智能化生态，
让更多人因大数据智能化受益。苹
果公司将助力重庆数字教育项目，大
力发展职业教育研究，培养中高级技
能人才，使他们成为重庆智能产业发
展的原生动力。

苹果公司副总裁、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葛越：

大数据智能化应“飞入更多百姓家”

今年是全球5G发展元年，中国
的5G也正式起步。孟樸认为，这件
事意义重大。5G的超高速连接和
低时延将连接我们周围的万事万

物，在AI的支持下企业能以近乎实
时的方式，挖掘各种智能终端和机
器所产生的海量数据，因此，5G和
AI将驱动未来。

孟樸说，重庆是中国重要的制造
业基地，而5G和AI将应用到包括工
业领域在内的智能终端和各行各业，
所以在重庆谈5G、谈AI更有现实意
义，“它能够加速工业4.0的演进。”

他说，工业4.0转化的核心就是
连接。随着过去十几年移动通信的
快速发展，整个产业积累了大量移动

计算的能力，积攒了很多像AI、XR
等具体的技术储备，当把这些链接、
安全、计算等总体能力带给工业的时
候，就可以加速整个工业4.0的转化。

孟樸对于重庆大数据智能化产
业发展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政府要
加大培养、吸引人才的力度；二是重
庆目前正在由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
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在标志
性、示范性传统制造业方面重点发
力，比如汽车领域。这样，可以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高通全球执行副总裁兼中国区董事长孟樸:

在重庆谈5G、AI更有现实意义

“数字化建设，主要围绕三个领域：
建高效的政府、改善民生和振兴经济。”
于英涛认为，重庆要打造数字经济新高
地，就必须充分释放数字的力量。

于英涛表示，重庆是中国非常重要
的高端制造基地，每年大约产出1.9亿部
手机、5000万部电脑，电子信息制造业

非常强大，“我们希望在智慧园区、工业
互联网方面，能够助力重庆转型升级。”

为此，紫光集团将在重庆投资打造
新一代的智能安防生态圈，同时在重庆
投资19亿元建设工业4.0基因数字工
厂，这也将成为紫光集团和重庆市政府
联合打造的中国智能高端制造样板。

紫光集团联席总裁于英涛：

充分释放数字的力量打造数字经济新高地

数字时代，我们的工作会不会被机
器所取代？在汉斯·保罗·博克纳看来，

这需要人们对数字转型有正确认识。
但遗憾的是，目前还有很多人没有意识
到数字转型的重要性。

他讲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当不少
货车司机担心自动驾驶技术的出现会
让自己失业的同时，欧洲和北美目前却
处于司机紧缺的状态。

他认为，在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
中，会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但解决问
题的关键在于掌握技术，引导传统行业

与数字转型深度融合，把新的技术和旧
的工人结合在一起，实现一个平衡，然
后证明这些技术可以带来益处，通过转
型不但能够提高效率，同时也能让消费
者受益。

“这是一个合作的世界，没有人能
独自做一切的事情。”汉斯·保罗·博克
纳认为，未来需要携手并进、合作共赢、
保持热情，共同创建丰富的数字生态系
统。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主席汉斯·保罗·博克纳：

正确认识数字转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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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战略专家咨询委员会举行首次年会

推动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 龙丹

梅）8月 26日下午，重庆市大数据智
能化发展战略专家咨询委员会首次
年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诺
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科斯提亚·诺沃肖
洛夫、图灵奖得主马丁·赫尔曼等20
位全球智能科技前沿专家、行业翘楚
齐聚重庆，为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发展
出谋划策。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存荣
出席会议并致辞，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胡文容，市政协副主席徐代

银出席会议。副市长屈谦主持会
议。

吴存荣表示，大数据智能化时
代，中央审时度势提出实施国家大数
据战略，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此背景
下，重庆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
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着力构建智能产业、智能制造和智慧
城市建设协同发展的格局。重庆将
按照习近平主席对重庆的系列重要

指示，充分发挥“三个作用”，研发创
新、产业补链成群、智慧城市建设多
管齐下，加快建成我国重要的智能产
业基地和一流的大数据智能化应用
示范之城。

会上，各专家围绕智能产业发展
动态和趋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智能化应用场景等进行主题
发言，为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发展贡献
真知灼见。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
王坚阐述了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的一体两面；图灵奖得主马丁·赫尔

曼介绍了信息安全对重庆智慧城市
建设的重要性；英国萨里大学校长逯
高清介绍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及卫星
通讯相关领域发展形势；波士顿咨询
公司全球主席汉斯·保罗·博克纳分享
了当前数字化转型中的新技术；紫光
集团联席总裁于英涛就释放数字力
量、打造重庆数字经济高地提出建
议；中软国际董事局主席陈宇红提出
了大数据智能化人才培养路径；腾讯
高级执行副总裁汤道生对重庆数字
经济发展、产业互联和智慧城市建设

提出了建议；高通全球执行副总裁兼
中国区董事长孟樸讲解了5G和AI在
工业领域的应用；苹果公司副总裁、大
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葛越介绍了如何抓
住智能化带来的机遇，将技术创新惠
及更多人；浪潮集团高级副总裁肖雪
强调了大数据的价值；百度首席技术
官王海峰分析了大数据智能化对各
行业的影响。

在交流发言环节，甲骨文副总裁
唐聆风、重庆大学自动化学院院长宋
永端、励讯集团全球技术副总裁考司

徒·戴史庞蒂等专家也就重庆大数据
智能化发展提出了建议。

作为2019智博会的重头戏之一，
本次年会的顺利举行，为重庆充分了
解大数据智能化领域前沿技术，吸纳
行业顶尖专家宝贵意见提供了良好的
平台。重庆将以此次年会为契机，加
强与行业专家和领军企业在大数据智
能化领域的合作，共同开拓智能产业
广阔市场，共同探索智能制造创新模
式，共同创造智慧城市美好生活，推动
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与
传统产业相结合，逐步变革人们的
生产、生活方式。”王海峰认为，在这

个过程中，需要AI大生产平台来加
速产业的智能化，通过打造人工智
能的平台和生态，让人工智能得到
更广泛的应用。

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开源开放的
AI大生产平台呢？王海峰表示，人工
智能作为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量会
应用到各行各业，但每一个应用不可
能从头去建设自己的AI能力，所以需
要一个通用的平台来支撑。这个开源
开放的平台会成为所有人工智能应用

的底座，成为打造我国自主可控的一
套人工智能产业非常重要的基础。

王海峰介绍，百度大脑是百度
人工智能技术的集大成者，已发展
了近10年，日前发布的百度大脑5.0
就是在数据和算力的基础上，打通
人工智能产业化应用落地相关流程
的AI大生产平台。百度将基于AI
大生产平台和开放生态，来加速产
业智能化，同时帮助重庆培养人工
智能方面的人才。

百度首席技术官王海峰：

建设AI大生产平台加速产业智能化

“很多人觉得数字产业化跟产业
数字化是两件事情，但实际上，它们是
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一件事情。”王坚
说。

王坚认为，大数据智能化是一次
历史机遇，在人类历史上，只有电的
出现，能和这次历史机遇相提并论。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处于电的产业阶
段。他指出，如果一味地将数字产业
化和产业数字化看成两件事情，就会
让这次历史的机遇变成一次简单的
技术升级，或者产业的简单拓展。他
认为，重庆能够很好地体现硬币的两
面。

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

不要简单地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分开

“信息安全是大数据智能化的重要
内容，重庆要建设信息安全的智慧城

市，就需要鼓励创新和冒险。”对于创新
在信息安全建设中起到的作用，马丁·赫
尔曼深信不疑。

马丁·赫尔曼表示，电子邮件和其
它电子通信方式正在迅速取代纸质通
讯方式，从技术上看，这个过程需要加
密。马丁·赫尔曼和他的团队研究的工
业加密，与传统的对称加密相比，消除
了对信使的需求。

“比如和对方交流，传统方式就需

要有一个信使帮我们相互交换密钥来
保证私密性，而工业加密作为一种创新
的加密方式，就不需要信使了。”马丁·赫
尔曼说，目前工业加密每天保护了超过
5亿美元的金融交易。

他建议，重庆发展大数据智能化、
建设智慧城市，首先需要做一个安全的
定义，“而实现安全定义，不管是学术上
还是研究上，都需要鼓励创新、鼓励冒
险。”

图灵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马丁·赫尔曼：

建设信息安全的智慧城市需要创新和冒险

“英国有着非常强大的创新体系，
大家可以在英国看到很多的创新技术
和发现。对世界而言，未来应该是合作
的，期待英国能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
域与世界合作。”逯高清说。

逯高清回顾道，智能制造的关键
概念是物联系统，这项研究最早是从

德国开始的，然后全球都有相应的一
些技术和策略，各个国家的策略都有
一些相似性。“所以没有什么工业革命
是哪一个国家能垄断的，合作才是未
来之道。我们要把物联系统这个虚拟
的系统集合成一体，才能去实现更好
的控制。”

英国萨里大学校长逯高清：

期待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展开合作

“中国有3万家软件核心企业，
80%的企业不足百人。”陈宇红因中
国软件行业的人才紧缺而忧心。他

认为，重庆无论发展大数据还是智
能化，都需要云集众智，需要人才支
撑。

陈宇红说，大数据智能化要通
过软件工程师来实现，而目前中
国的软件工程师数量大约600万
人，数量远远不够。他认为，未来
的数字社会不由专家决定，而应该
云集众智，最大限度地云集最顶层
的设计力量来完成。这不仅要汇
聚软件企业，还要汇聚数字劳动

大军。
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有平

台。近年来，中软国际以云上软件
园为载体，用大数据和智慧管理的
方法管理智慧资产。“将软件作为一
个资产，对其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
程进行管理。”陈宇红说，这就是用
大数据、智能化的方法先把我们的
软件工程变得聪明，让这个工程的
建设能够满足顶层设计的要求后，
再进行下一代软件开发。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陈宇红：

大数据智能化要有人才支撑

汤道生用3个数据来形容重庆
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2018年重庆
的数字经济规模接近7000亿元，超
过重庆GDP的三分之一；重庆的用

云量在全国300多个地级城市中排
名第15，增速在同级别城市中排名
第三；重庆的数字产业指数排名第
七，和成都一起构成了中国数字经
济版图的第四极，正不断缩小与长
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差距。

这些数据来自腾讯研究院，汇
集了腾讯、京东、滴滴、美团、快手、
拼多多等多家互联网企业的数据后
估算得出。

那么，重庆该如何发展智能制
造产业？汤道生建议，首先要发展

基础配套，让数据留得住。其次是
打破壁垒，让数据能流通，能跑得
动。第三点是发展产业集群，让数
据更有价值，支持建设基于大数据的
应用平台与传统的产业深度结合，实
实在在提升效率，降本创造收益。最
后，还要做好网络安全的保障。

“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是主
战场，数字经济的发展能不能落到
实处，还是要看我们能不能啃下这
样的骨头。”汤道生对重庆的未来充
满信心。

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汤道生：

发展基础配套让数据留得住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郭晓静、龙丹梅采写，图片由首席记者谢智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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