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成果是怎样选拔出来的？央视财经记者也采访到了这次
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推荐委员会的专家。

与互联网相关的基础理论和技术仍然是关注的重点。作为世
界首台并行规模超过千万核、计算性能超每秒10亿亿次的超级计
算机，“神威·太湖之光”自2016年6月正式运行以来，已在众多科
学及工程领域取得100多项应用成果。而每一个理论和技术，都
可以在将来改变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等多个领域。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介绍，从过去
一个商品，一个产品，现在更注重到一个平台。它的应用不局限于
过去想象的某一个方面。比如阿里的ET大脑，比如百度的Duer
操作系统。

邬贺铨介绍，和去年相比，今年的领先科技成果还更注重考察
了产品和商业模式。特斯拉推出的最新款能源产品，形成完整的
垂直整合能源解决方案，让可再生能源更加普惠便捷；由微软中
国开发的微软小冰，构建了以情感计算框架为核心的对话式人
工智能，甚至具备了创作能力；摩拜首创的无桩共享智能单车，将
700多万辆自行车定位连接，为全球超2亿用户提供多样化便捷出
行服务。

据央视财经

数字经济时代来临数字经济时代来临
““黑科技黑科技””改变生活改变生活

——成果——

14项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
中国占8项

3日下午，由全球互联网之父罗伯特·卡恩等44名世界知名专
家联合评出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面
向全球发布，14项成果入围年度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名单。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3GPP 5G预商用系统”

Arm公司：“Arm安全架构”

微软公司：“微软小冰——情感计算人工智能”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美国高通公司：“高通基于其面向移动终端的5G调制解调器
芯片组实现全球首个正式发布的5G数据连接”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基于‘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
系统的重大应用成果”

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世界首台超越
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

特斯拉公司：“特斯拉垂直整合能源解决方案”

北京嘀嘀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基于大数据的新一代移
动出行平台”

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的“摩拜无桩智能共享单车”

阿里巴巴集团：“ET大脑”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DuerOS对话式人工智能系统”

亚马逊公司：“AWS GreenGrass”

苹果公司：“AR Kit”

数字经济如何发展？
互联网人有话说

为拓展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
中国同多国签订《“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

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日益重要的驱
动力，在加速经济发展方面正发挥着重要
作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要发
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
成新动能。

为拓展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3日，在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老挝、沙

特、塞尔维亚、泰国、土耳其、阿联酋等国
家相关部门共同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
济国际合作倡议》。

昨日，在“携手新时代，共话新经济”
分论坛上，多位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及互联
网领域的大佬，聚在一起，聊起了数字经
济发展之路。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制造业是数字经济主战场

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

数字经济必将助力创新

猎豹移动公司首席执行官傅盛

要充分将物理世界数字化

今年，我听到提到最多的就是数字经济。我认为，中国要成为
一个网络强国、大国，互联网+是必经之路。而且我高兴地看到，现
在所有行业都看到了这个趋势，工业、制造业都开始数字化了。

前两天，我到了重庆，跟当地很多工业制造业的企业家们交
流，我又惊喜地发现，他们都有很深的、跟互联网相衔接的创新商
业模式。他们想法大胆，让我很吃惊！

未来，数字经济是基础，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应该是数字
经济的主战场。我认为+互联网，还是互联网+都是一回事。在
两者的融合过程中，传统行业将是占主导地位的。

我认为，数字经济可能是中国赶超世界的决胜主战场。
今年中国互联网界相对更平稳，新的创业项目不多。我分析

这个现象，认为：以前中国都是从发达国家拷贝成熟模式，然后在
国内生根，在这种拿来主义下，大家一涌而上都去搞，没有沉下心
来创新研发。

而现在，中国与这些发达国家已经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我
们眼前可能永久失去可以模仿的模式，大家的前面都是创新的无
人区。中国的产业模式，内生的结构，已经通过互联网、数码经济
开始自我表达，在这个全新的转型阶段，数字经济必将助力创新。

很高兴看到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到了发展数字经济。
国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在开始发力。比如汽车碰撞实

验、火箭发射等，都进入了数字化，只要将更多实战数据导入，即
可虚拟发射。所以，我认为今天大力提倡并发展的人工智能，就
是要充分将物理世界数字化。

在实体制造行业，可以将生产线数字化，通过数据虚拟测试
完，就可以投产，这将大大提升产品研发的周期。我曾参观特斯
拉工厂，几乎没有看到工人，都是在用机器臂生产，日本也一样，
已开始用机器臂生产机器臂。

下一波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中国制造业成本增高，传统实体
产业转型，必须将物理世界数字化作为核心突破，获取更多数据
是关键点。

——观点——

■名词解释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指一个经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数字技术被广泛使用并由此带来了整个

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变化。数字经济也是一个信息和商务活动都数字化的全新
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企业、消费者和政府之间通过网络进行的交易迅速增长。数字
经济主要研究生产、分销和销售都依赖数字技术的商品和服务。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本
身运转良好，因为它创建了一个企业和消费者双赢的环境。

本报特派记者 杨野 乌镇报道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展会，在同步
亮相的互联网之光展览会上，黑科技云
集。好玩、好用的，研发阶段的、已实现商
用的，集体亮相。同时，记者也发现，这些
新科技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从衣食住
行方方面面，方便了大家的生活。

腾讯觅影
AI帮助医生辅助诊断筛查

觅影是腾讯公司首个应用在医学领
域的AI产品，通过图像识别、深度学习等
AI技术与医学融合，辅助医生诊断疾病和
早期筛查。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一款概
念产品，它已全面上市，开始为市民服务
了。12月 1日，“腾讯觅影”全面落地重
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
涪陵中心医院、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重
庆三峡中心医院、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等
五所重庆地区重要的三甲医院，将逐步利
用“腾讯觅影”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早期
食管癌、肺结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疾
病进行筛查。

天天p图
人人p得像京剧演员

天天p图靠一个摄像头，对面前晃来
晃去的行人进行拍摄；脸一旦对上就会被
p成京剧脸谱，十分好玩。吸引好多人前
去体验、拍照留念。

在腾讯的展厅前，一块大屏电视机上
挂着一个摄像头，对准展厅里来来往往的
人进行拍摄。当行人正面对准摄像头时，
屏幕的人脸立即消失，出现的是一幅京剧
脸谱。脸谱一旦上脸就甩不掉了，转头，
抬头，转身移动，脸谱像生在脸上一样。

记者来回在摄像头前晃动，系统将记
者p成一个绿脸。记者走出摄像头视线，
然后再进入，它又将记者p成了红脸汉子。

药师小乔
你说症状它来开药

“我感冒了！”“请选择症状。”当记者
对着一台与记者差不多高的机器人说话
时，它马上有了回应。胸前的屏幕上，显
示了感冒的所有症状，记者随意输入头
痛、打喷嚏、流鼻涕、痰多等信息，马上它
就给记者开出了药方：感康、头孢、喉痛灵
等药，并计算好价格。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一款集语
音交互、症状分析、推荐用药、售后服务、

自主学习于一体的药房定制化智能机器
人。“对它来说，感冒就是小儿科，它还能
对更复杂的病进行治疗。”只要诊断了病
情症状，这个药师的整个购药流程差不多
在3到5分钟。据悉，“药师小乔”将来会
成为一款可代替人工导购的药房辅助机
器人。目前已经小批量上市。

旷视天眼
把记者像嫌疑人一样标注

走到旷视科技的展台前，记者感觉进
入了美剧剧情：天眼无处不在，每个人的
一举一动，都被它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
管如何移动，都在它框框以内。

记者在一旁观察许久，从摄像头前经
过的人，无论头发长短、身材胖瘦、什么
衣服、有没有背包……统统被记录在
案。随后记者走进它的视线范围，很快，
屏幕上显示出：男，短发，绿色长袖，深色
长裤，背包。

据介绍，这套系统是旷视科技独立品
牌旷视智安主推的行业解决方案，它不仅
实现了电影级的毫秒搜索定位，还能实现
多人实时识别，并可根据识别地点、时间
描绘出动线图。

在动态领域里，天眼系统可针对黑名
单人员布控。譬如犯罪人员、违法人员的
动向布控，视频人脸分析、历史人脸搜索、
安检口、车辆通道口、重要场所门口、酒店
实时视频人脸采集的应用，铁路及机场安
检视频身份的验证等。

合众汽车e-take
汽车界的“阿尔法狗”

这是款停在展台的汽车，没办法体
验，只能近观。抛开其他功能不说，仅看
颜值，就十分惊艳。小而有神的led灯，夸
张的大嘴，紧绷的尾部，给人一种随时准
备百米冲刺的感觉。

这款汽车可以实现包括无人驾驶辅
助系统、人工智能解锁、车况监控、路况监
控、车内远程控制家用电器等智能互联技
术，在国内外均处于领先水平，一亮相就
被外界称之为汽车界的“阿尔法狗”。

同时，这款车的内饰设计富有科技
感，T形悬浮仪表台造型简洁，像是一款来
自未来的汽车。而在动力方面，官方数据
是最大综合续航里程为500公里，具有快
充和慢充两种充电方式，普通慢充6-8小
时可将电池充满；快充30分钟即可充到电
池电量的80%。

本报特派记者 杨野 乌镇报道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全球第二
重庆电子商务建设全国领先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4日在第
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正式发布。

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22.58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占GDP比
重达30.3%。

截至2017年6月，全球网民总数达38.9亿，普及率为51.7%，其中，中国网民
规模达7.51亿，居全球第一。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大国和地区重塑
全球竞争力的共同选择，目前全球22%的GDP与涵盖技能和资本的数字经济紧
密相关。

报告显示，从全国范围来看，重庆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互联网发展指数居
17位，处于中游。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全国各地普遍将电子商务、共享经济发
作为发展重点。其中提及，重庆在开展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方面，在
全国处于领先位置。

此外，在网络管理方面，蓝皮书再次提及重庆方面工作，表示重庆立足本地
互联网发展治理需要，出台了一批移动互联网管理、直播等方面的法规文件。

天天P图P得像京剧演员
你说症状“药师小乔”开药

——体验——

“旷视”对人进行标记。

——背景——

合众汽车E-TAKE。 工作人员介绍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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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尽在《上游新闻》

飘雪 驯鹿 霓虹
和圣诞老人说Merry Christmas

据了解，圣诞跨年季期间，重庆欢乐谷将充
满浓浓的圣诞氛围，化身霓虹圣诞城。彩灯成
片，连缀如星河，流光溢彩，带你穿越到下雪的
圣诞小镇。出现在窗棂外的驯鹿，呆萌可爱的
在向你招手。童话中的白胡子圣诞老人，驮着
巨大的礼物袋对你说Merry Christmas。

夜晚，由上百位雪人精灵、礼盒精灵、滑稽
小丑等组成的圣诞夜惊喜巡游队伍，将演绎好
莱坞、百老汇的经典歌舞。还有大型真实雪景
秀，让市民也能感受下雪的浪漫。

K歌大赛 角逐最强渝音
首届圣诞跨年季期间，重庆欢乐谷还倾力

策划K歌大赛。通过线上、线下，寻找12位最
会唱歌的山城K歌之王共同决战K歌盛典。

选择线上参与的读者，在12月11日-12月
24日，通过全民K歌APP进入重庆欢乐谷K歌
大赛，上传作品参与评比。重庆欢乐谷将在12
月24日根据人气排名选出前三名，参加跨年夜
K歌盛典。

线下展示的“现场控”，已可通过重庆欢乐
谷官方微信公众号报名，参加12月10日、16
日、17日的三场海选赛，每场比赛也将决出前三
名参加总决赛。

据了解，重庆欢乐谷为此次大赛的参赛者
准备了Beats Solo3耳机、Beats胶囊音响等
高端时尚礼品，更有近万元现金大奖，只等你
开唱。

摄影 许愿 赢取“欢乐礼”
不展歌喉的读者，在12月11日-12月31

日间，只要拍下重庆欢乐谷的原创美照，在新
浪微博带#重庆欢乐谷圣诞跨年季#话题分享
并@重庆欢乐谷进行参与，在12月31日，获赞
最多的10名游客将分别赢得重庆欢乐谷年卡
1张。

重庆欢乐谷将于12月11日在官方微信公
众号上，开通“重庆欢乐谷许愿墙”，面向游客征
集圣诞、新年愿望。重庆欢乐谷将在其中选出
100位许愿者，邀请这100位许愿者及家人到重
庆欢乐谷畅玩圣诞跨年夜。

最动听的山城歌声，最和蔼的圣诞老人，最
贴心的圣诞礼物，这个冬季，重庆欢乐谷邀请了
呆萌驯鹿，冰雪精灵，只为与你暖心过圣诞，欢
乐迎新年。

重庆欢乐谷首届圣诞跨年季

创山城“渝”乐巅峰
圣诞、元旦，这两

个盛大的节庆，如何完
美融合？重庆欢乐谷
在 2017 年 12 月 11 日-
2018年1月1日，以“缤
纷圣诞 ‘渝’悦新年”
为主题，全力推出K歌
大赛、摄影大赛、圣诞
欢乐“颂”、新年游园会
等活动，打造重庆欢乐
谷首届圣诞跨年季。

本报讯 由重报都市传媒集团联合国际新
能源·智能汽车（重庆）体验中心共同主办的首
届“环保小明星 绘说新能源”大赛（绘画组）
12月3日投稿正式结束。一共收到来自树人
小学、珊瑚小学、南岸立顿翡翠幼儿园、南岸
区茁跃学生托管中心、圣雄绘画培训基地等
学校和绘画机构的绘画作品近 400 幅。目
前，投票通道已经完全打开，欢迎各位朋友为
自己喜欢的作品进行投票助力。

为避免恶意刷票，组委会特意设置了投票
机制，每人每天限投5票，且每幅作品每人每天

只能投一票。注：投票需先关注新能源车体验
中心微信号。

投票方式有两种：
一、朋友分享链接投票。直接点击链接，进入

投票页面，点击我要投票按钮即可。
二、搜索作品编号、作品名称、选手名字投票。
同时，演讲比赛的预赛选拔，也将在重庆六

一班·重报小记者团联盟名校陆续启动。12月
17日下午2:30，演讲决赛颁奖典礼暨绘画大赛
展览，将在国际新能源·智能汽车（重庆）体验中
心盛大举行。 丛碗

“环保小明星 绘说新能源”大赛启动投票

本报讯 （记者 顾晓娟）重庆的天气有它
的脾气：反正就是不入冬。昨天15时，“最冷”
的城口也告别低温达到了 14.9℃，最暖开州
17.3℃。

不过，据重庆市气象台预计，本周前期，由
于有弱冷空气进入盆地并主要影响重庆偏西偏
北地区，并配合风速辐合，重庆各地以阴天天气
为主，偏西偏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天气。

而从本周中期开始，重庆转为西北气流控
制，湿度降低，各地以多云天气为主，周日又有
冷空气入侵，转为小雨天气。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4日夜间到5日白天，长江沿线及以北地区间
断小雨转阴天，其余地区阴天。大部地区气温7～
16℃。主城区：间断小雨转阴天，12～14℃。

5日夜间到6日白天，中西部偏南地区阴天
转间断小雨，其余地区阴天。大部地区气温8～
16℃。主城区：阴天，11～14℃。

6日夜间到7日白天，中西部部分地区阴天
有间断小雨，其余地区阴天。大部地区气温9～
16℃。主城区：阴天有间断小雨，11～14℃。

昨天最高温17.3℃ 本周天气晴雨相间

气温时
高时低，穿衣
全看心情。

本报记者
雷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