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我们将看到几乎每辆新型汽
车都拥有全新的自动功能。也就是说，绝
大部分汽车制造商都会在新车型配置自动
停车和自适应巡航控制等功能。谷歌已经
宣布将旗下无人驾驶汽车项目移入新公司
Waymo，新公司将与汽车生产商合作，集
成无人驾驶技术，Uber 也在美国的匹兹堡
和旧金山启动了无人驾驶汽车试点，福特
已经宣布将计划批量生产自动驾驶汽车。
对于渴望一睹无人驾驶汽车在现实中上路
的公众来说，2017年绝对值得期待。2017
年，即使无人驾驶汽车不会改变整个汽车
行业，这一发展方向也无比清晰。

2017年1月9日 星期一 13

“作为一支正在崛起的太空力量，中国

在 2016 年斩获了数场胜利。”在 2016 年终

盘点中，我国的航天发展被英国《自然》杂

志描述为“影响了 2016 年的重大科学事

件”。其实，在刚刚过去的那一年，我国赢

得世界尊重的创新除了航天，还有核心部

件国产化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

在刚刚迈入的这一年，我国的创新也丝毫

没有停下来的道理。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说过，如果

没有创新，经济就很平庸。对我国来说，是

创新引领经济实现了如今的美好，面对增

速换挡、结构调整、方式转变、动力转换的

新常态，面对新常态下出现的新问题，也唯

有创新能汇聚起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

从根本上打开增长之锁。创新是推动经济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第一动力”，也是引

领经济新常态的“第一动力”。

然而，创新的本质是一系列不确定性，

尤其是从 0 到 1 的颠覆性创新更是一项高

风险的事业，大都不会一蹴而就，厚积薄发

才是常态，创新领域存在着的“三角结构”

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所谓“三角结构”，

是指专业知识的积累、与众不同的思维、内

在的创新动机三个点支撑起从科学到商业

的各种创新活动。把专业知识的积累放在

首位，表明扎实的基础对于创新的重要意

义。没有扎实的基础，创新就只是胡思乱

想，飘在空中无法落地，更不会释放持久动

力。创新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系统工

程。除了依靠自身积累，创新还必须有制

度、机制、人的素质以及社会、文化等多种

因素的协同配合。

说到底，我国科技创新当下进入一个

跟跑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也是多重

因素作用下的厚积薄发；接下来在科技创

新上的每一点突破，都是为引领经济实现

动能转换做积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托

举创新实践的两只大手，政府和市场各有

所位，也应各有所为。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

家，必须形成系统合力、依靠整体协同。

在政府层面，应加快体制机制改革、优化

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在科技创新组织部

署上尤须加强协调，形成国家重大科技项

目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性互动机

制。一方面，要发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

突破和带动作用，打破重大关键核心技术

受制于人的局面，开辟新的产业发展方向

和重点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

实施一批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的重大科技

项目；另一方面，要厚植科技创新优势，

在加强政策扶持的同时加快完善市场机

制，在全社会形成浓厚创新氛围和强大创

新合力。

而在这其中，市场的作用也很清晰。

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实施，重点领域的突

破，具有竞争力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

的开发，无一不是由市场和企业决定。创

新在上下游和跨行业的协同发展，也应由

市场力量起主导作用。

无论政府还是市场，有关创新的工作

最后都是具体的人在做。人是生产力中最

活跃的因素，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没有人

才，科技创新就是一句空话。这就需要完

善社会协同创新机制，鼓励研究机构、高等

院校、大企业与中小微企业以及个人密切

合作。对于每一个创新的参与者，无论是

创新主体，还是创新环境的涵养者、创新文

化的倡导者，也都要懂得厚积薄发是创新

常态的道理，发挥“工匠精神”，踏踏实实地

做实验研究。

创 新 而 笃 行 厚 积 而 薄 发
牛 瑾

2017 ，世 界 十 项 创 新 前 瞻
本报记者 周明阳

当下，区块链这一热潮技术在科技领
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2016 年，国务院印
发的《“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首次将区
块链列入国家信息化规划,并将其定为战
略性前沿技术，央行也准备推出基于区块
链的数字货币原型。2017 年，区块链技术
的标准建立和应用落地有望加速，将在银
行业、跨境支付、网络安全、网络互助等多
个领域发挥作用。区块链的应用领域也有
望突破金融领域，例如德国西门子与纽约
新创事业合作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微电网
电力交易市场，沃尔玛也在测试用区块链
记录食品来源，未来这类应用将越来越多。

区块链

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一年一度的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
展（CES）日前开幕，今年展会的一个焦点
是 有 关 第 五 代 移 动 通 信 技 术（5G）的 讨
论。按照专家们的设想，在 5G 时代，下载
一部高清电影只需 5 秒钟，比 4G 网络快
100 倍。美国政府去年宣布要投资超过 4
亿美元支持 5G 技术研究，而中国预计于
2020年启动 5G商用。 美国消费技术协会
在一份声明中说，“5G 将带来新服务的爆
炸式增长，包括宽带和更好的家庭服务，为
智能汽车提供更快的互联服务、价格实惠
的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增强现实/虚拟现
实互动体验等”。

5G

新服务爆炸式增长

借助基因和干细胞技术，大量濒临灭
绝的动物将在 2017 年得到挽救，甚至一些
已经灭绝的物种也能借助近亲基因重回地
球。北方白犀牛已经濒临灭绝，剩下不能
生育的 3 只生活在肯尼亚，而用干细胞、冷
冻物种和辅助生殖等技术，新犀牛有望在
2017 年出生。黑足雪貂的体外生殖试验
也会在 2017 年启动。还有人通过向亚洲
象的卵细胞加入猛犸象 DNA，试图将灭绝
的长毛象克隆出来。

生物科技

灭绝物种重回地球

布局“机器人 2.0”时代，引领智能
机器人的创新发展，将成为 2017 年机器
人市场的发展主旋律。随着 2016 年各项
扶持政策的不断加码以及产业转型升级进
程逐步加快，我国本土品牌工业机器人企
业有望在 2017 年迎来发展新机遇。预计
2017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销量将达到 10
万台，年均复合增长率有望达 23%。此
外，受到国内多种因素的驱动，机器人应
用正在从工业领域向国防军事、医疗康
复、助老助残、居家服务等领域迅速拓
展。从未来趋势看，2017 年服务机器人
将成为热点，产值有望在不到 5 年的时间
内超过工业机器人，成为市值千万亿元的
蓝海。

识别技术

多种方式保护隐私

可穿戴设备

智能衣物走向市场

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成热点

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2016
年升级其内两台探测器并将灵敏度提高了
15%到 20%，3 个月内就探测到两次强引
力波信号，2017 年上半年有望探测到至少
6 次引力波。此外，欧洲引力波天文台

（VIRGO）也将于 2017 年 3 月启动，其 3 台
探测器将同时操作，探测引力波的能力比
LIGO 更强。黑洞分布、暗物质性质等宇宙
之谜或将被一一揭开。

引力波

宇宙之谜或将解开

2016 年，智能手表快速扩张，智能衣
物也雏形初现，已有设计师设计出可以吸
收太阳能的大衣和衬衫、可以充电的牛仔
裤、能检测宝宝身体状况的连体服、能充电
的手包、嵌入传感器和 LED 灯的制服等。
奢侈品服装品牌拉夫·劳伦（Ralph Lau-
ren）更推出了一款生物科技衬衫，能记录
穿着者的心跳、呼吸、活动数据，并将这些
数据发送到手机上的 APP。2017 年将会
是可穿戴技术快速发展的一年，外套、鞋
子、袜子、内衣等都会深入应用这一技术，
特别是谷歌的项目——提花以及其他智能
纺织品的创新或许将走出实验室，直接面
向市场。人们将会习惯于使用这些可穿戴
设备。

无人驾驶

汽车配备自动功能

近日，人机界面解决方案开发商 Syn-
aptics 发布了全新一代多功能生物识别引
擎，支持指纹识别和面部识别，并且允许设
备通过多种方式解锁。该生物识别引擎可
以应用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
脑中。2017 年可能是生物识别安全的突
破年。我们将使用手指、面部、眼睛、心跳
甚至活动模式来解锁，保护财务和隐私。

基因疗法

患者有望重获新生
身患白血病的小女孩蕾拉接受基因编

辑免疫细胞疗法后被成功治愈。这种基因
疗法在 2017 年将不再是个案。有专家预
计，数十位患者将因基因疗法重获新生。
得益于 CRISPR 技术，开发基因编辑工具
已经由之前的数年缩短为数周。继中国开
展首例 CRISPR 技术治疗肺癌的临床试验
后，美国也将启动更大型人体临床试验，用
CRISPR 技 术 同 时 沉 默 三 种 基 因 治 疗
癌症。

预测分析技术

数据帮助企业应对变化
预测分析领域通常是指使用数据挖

掘、统计、建模、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
技术来分析数据以对未来做出预测。这种
智能技术能帮助我们有效应对成本压力、
激烈竞争、全球化、市场变化等现实情
况，将对以后的大数据项目产生深远影
响。普华永道 （PwC） 2016 年的调查显
示，目前仅有 29%的公司使用预测分析技
术。许多供应商最近都推出了预测分析工
具。随着企业越来越意识到预测分析工具
的强大功能，这一数字在未来几年可能会
出现激增。

20172017 年年 11 月月 44 日日，，全球最大的智能共全球最大的智能共
享单车平台摩拜单车宣布完成享单车平台摩拜单车宣布完成 DD 轮轮 22..1515
亿美元亿美元（（约合人民币约合人民币 1515 亿元亿元））的股权融的股权融
资资。。由腾讯由腾讯、、华平投资领投本轮华平投资领投本轮，，新引入新引入
的战略和财务投资者包括携程的战略和财务投资者包括携程、、华住华住、、
TPGTPG 等等；；红杉红杉、、高瓴等现有股东均跟投本高瓴等现有股东均跟投本
轮融资轮融资。。

摩拜单车联合创始人兼摩拜单车联合创始人兼 CEOCEO 王晓峰王晓峰
表示表示：：““摩拜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摩拜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产品创产品创
新新、、模式创新为核心模式创新为核心，，坚持坚持‘‘让自行车回归让自行车回归
城市城市’’的愿景的愿景，，不忘初心不忘初心，，做一家具有强烈做一家具有强烈
责任感的社会企业责任感的社会企业。。全球顶尖投资者青全球顶尖投资者青
睐和认可摩拜睐和认可摩拜，，充分反映了他们对摩拜所充分反映了他们对摩拜所
坚持方向的认同坚持方向的认同，，对摩拜未来的发展潜力对摩拜未来的发展潜力
具有极强的信心具有极强的信心。。新一年新一年，，我们将加速国我们将加速国
内和海外的拓展内和海外的拓展，，向世界输出中国本土创向世界输出中国本土创
新新，，将摩拜智能共享单车这份礼物带给全将摩拜智能共享单车这份礼物带给全
世界更多城市和用户世界更多城市和用户。。””

互联网巨头腾讯在互联网巨头腾讯在 20162016年年 1010月投资月投资
摩拜之后摩拜之后，，作为重要的战略投资者增持并作为重要的战略投资者增持并
领投本轮领投本轮。。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
官马化腾表示官马化腾表示：：““对摩拜单车的投资体现对摩拜单车的投资体现
了腾讯对于共享经济及智能城市建设的了腾讯对于共享经济及智能城市建设的
决心决心。。我们希望凭借摩拜优秀的团队及我们希望凭借摩拜优秀的团队及
领先的技术领先的技术，，结合腾讯对用户行为的理结合腾讯对用户行为的理
解解，，为广大用户提供独具价值的城市生活为广大用户提供独具价值的城市生活

‘‘互联网互联网++’’服务服务。。””
这一轮新加入的战略投资者还包括这一轮新加入的战略投资者还包括

全球最大在线旅游平台之一的携程全球最大在线旅游平台之一的携程。。携携
程董事会主席梁建章表示程董事会主席梁建章表示：：““携程关注摩携程关注摩
拜已久拜已久，，摩拜打造的智能共享单车不仅是摩拜打造的智能共享单车不仅是
城市短途出行工具城市短途出行工具，，更为那些希望亲近更为那些希望亲近、、
探索城市各个角落的旅行者提供了最合探索城市各个角落的旅行者提供了最合
适的工具适的工具。。””

摩拜单车全球首创智能共享单车模摩拜单车全球首创智能共享单车模
式式，，其自主研发的专利智能锁集成了其自主研发的专利智能锁集成了 GPSGPS
和通讯模块和通讯模块，，使用了新一代物联网技术使用了新一代物联网技术，，
通过智能手机通过智能手机 APPAPP，，让用户随时随地可以让用户随时随地可以
定位并使用最近的摩拜单车定位并使用最近的摩拜单车，，骑行到达目骑行到达目
的地后就近停放在路边合适的区域的地后就近停放在路边合适的区域，，关锁关锁
即实现电子付费结算即实现电子付费结算。。

点评点评
20162016 年被视为共享单车元年年被视为共享单车元年，，市场迅市场迅

速扩张速扩张，，据不完全统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市面上的共目前市面上的共

享单车项目已经有享单车项目已经有 2020 余个余个。。摩拜单车是摩拜单车是

其中最抢眼的项目之一其中最抢眼的项目之一。。自自 20152015 年底首年底首

先在上海试运营先在上海试运营，，摩拜单车于摩拜单车于 20162016 年年 44 月月

2222 日地球日当天正式推出智能共享单车日地球日当天正式推出智能共享单车

服务服务，，在之后短短在之后短短 99 个月的时间内实现高个月的时间内实现高

速增长速增长，，先后进入上海先后进入上海、、北京北京、、广州等广州等 99 个个

城市城市，，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共享单车运营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共享单车运营

平台平台。。

20172017 年伊始年伊始，，摩拜单车再一次以超出摩拜单车再一次以超出

人们想象的融资额和融资速度人们想象的融资额和融资速度，，回应了人回应了人

们对共享单车发展的质疑们对共享单车发展的质疑。。摩拜提出的摩拜提出的

““让自行车回归城市让自行车回归城市””口号口号，，在给更多用户在给更多用户

的短途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的短途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倡也为城市倡

导绿色出行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智能解导绿色出行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智能解

决方案决方案。。

风口之上风口之上，，共享单车发展过程中的共享单车发展过程中的

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损坏损坏、、偷窃偷窃、、搬搬

运运 、、 维 修 带 来 运 营 成 本 上 升维 修 带 来 运 营 成 本 上 升 ，， 收 入 模收 入 模

型型、、盈利模式的建立也考验着共享单车盈利模式的建立也考验着共享单车

的发展的发展。。此外此外，，大量的共享单车投向城大量的共享单车投向城

市带来使用频率的下降市带来使用频率的下降，，自行车随意停自行车随意停

放给城市治安管理带来的影响放给城市治安管理带来的影响，，都需要都需要

引起人们的关注引起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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