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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硅谷实验室百度硅谷实验室（（SVAILSVAIL））日前宣布日前宣布
推 出 可 以 把 音 频 文 件 转 录 成 文 字 的推 出 可 以 把 音 频 文 件 转 录 成 文 字 的
SwiftScribeSwiftScribe 网页应用网页应用。。该网页应用基于该网页应用基于
百度深度语音识别系统百度深度语音识别系统，，转化效率较人工转化效率较人工
速记快速记快11..6767倍倍，，将有望改变完全依赖人工将有望改变完全依赖人工
的速记行业现状的速记行业现状。。

用户可在用户可在 PCPC 端打开端打开 SwiftScribeSwiftScribe 网网
页应用页应用，，选取选取 wavwav 和和 mpmp33 格式的文件上格式的文件上
传传，，系统就能马上进行处理系统就能马上进行处理，，时长时长11分钟的分钟的
音频文件可以在音频文件可以在 3030 秒内转换完成秒内转换完成。。但是但是
转录出的文本不会区分大小写转录出的文本不会区分大小写、、没有标点没有标点
符号符号，，也没有分段也没有分段，，需要在文本框中手动需要在文本框中手动
编辑编辑，，然后再导出然后再导出。。这个过程也会被百度这个过程也会被百度
记录记录，，用来帮助算法纠正错误用来帮助算法纠正错误，，提高准提高准
确率确率。。

SwiftScribeSwiftScribe 目前还处在内测阶段目前还处在内测阶段，，
并未开放并未开放。。目前该系统可处理目前该系统可处理11小时内的小时内的
音频文件音频文件，，开发团队正努力逐步延展这开发团队正努力逐步延展这
一时长一时长，，未来会增加视频文件的语音识别未来会增加视频文件的语音识别
及自动添加标点符号等功能及自动添加标点符号等功能，，并支持更多并支持更多
文件格式文件格式。。““SwiftScribeSwiftScribe 会在广泛的领域会在广泛的领域
内带来积极影响内带来积极影响，，提高生产力提高生产力，，包括医疗包括医疗
机构机构、、法律法律、、商业和媒体商业和媒体。。””百度百度 SwiftSwift--
ScribeScribe项目经理吴田说项目经理吴田说。。

长安汽车与科大讯飞日前签署战略长安汽车与科大讯飞日前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建立联合实验室双方将共同建立联合实验室，，
在智能语音与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全面合在智能语音与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全面合
作作。。根据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共同建立的联合实验双方共同建立的联合实验
室将对智能车载语音技术室将对智能车载语音技术、、大数据分析大数据分析
技术技术、、图像识别技术图像识别技术、、车载终端产品及车车载终端产品及车
载应用平台进行相关研究载应用平台进行相关研究。。

车载语音交互系统是自动驾驶汽车车载语音交互系统是自动驾驶汽车
必须攻克的关键技术必须攻克的关键技术。。科大讯飞在科大讯飞在 20162016
年发布的车载语音系统飞鱼助理可以满年发布的车载语音系统飞鱼助理可以满
足在复杂行车环境下进行通讯足在复杂行车环境下进行通讯、、导航等车导航等车
载互联操作载互联操作，，支持远场识别支持远场识别、、全双工全双工、、多轮多轮
交互交互、、方言识别等方言识别等，，语音交互非常贴近日语音交互非常贴近日
常口语常口语。。科大讯飞执行总裁吴晓如表示科大讯飞执行总裁吴晓如表示，，
汽车是最重要的语音交互场景之一汽车是最重要的语音交互场景之一，，长安长安
汽车与科大讯飞将整合双方资源汽车与科大讯飞将整合双方资源，，以期达以期达
成语音交互技术的迭代发展成语音交互技术的迭代发展。。

点评点评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被写被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入政府工作报告。。未来未来，，智能化是技术发智能化是技术发
展趋势展趋势，，而对话机器将成为而对话机器将成为20172017年人工智年人工智
能的发展风口能的发展风口。。

在语音产品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下在语音产品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下，，
亚马逊亚马逊、、苹果苹果、、谷歌谷歌、、微软等科技巨头微软等科技巨头
都在加紧研发各自的语音识别技术都在加紧研发各自的语音识别技术。。在在
国内国内，，百度语音识别准确率已达到百度语音识别准确率已达到 9797%%，，
成为行业领先者成为行业领先者，，而科大讯飞在语音合而科大讯飞在语音合
成成、、语音识别语音识别、、口语评测口语评测、、自然语言处自然语言处
理等多项技术上也都达到国际水平理等多项技术上也都达到国际水平。。目目
前语音技术发展良好前语音技术发展良好，，但应用多为行业但应用多为行业
级而不是用户级产品级而不是用户级产品。。拓展更多语音应拓展更多语音应
用场景用场景，，将成为今年智能语音发展的当将成为今年智能语音发展的当
务之急务之急。。

人工智能创新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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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量达 131家，平均估值37.2 亿美元——

中国“独角兽”：因何一路狂奔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杜 芳

全社会都对加快科技创新抱有强烈期
待的同时，人们对科技成果转化也表现出
了高度关注。有机构提出了“科技成果转
化率”这一概念，并作出统计称，“中国的科
技成果转化率只有 10%，发达国家则达到
40%”，进而得出结论，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
成为创新的极大掣肘，影响了科研投入的
使用效率。

对科技成果产出及其转化效果进行监
测，以客观评价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可
以为宏观科技管理提供决策依据。但是仅
用一个来源不清且算法粗糙的数字就得出
结论，说中国的科技转化效果不佳，这种做
法既不科学也过于草率，不能反映实际情
况。事实上，科技成果转化率并不是一个
好的评价标准，衡量科技成果转化也不必

纠结在“率”上。
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率这个数据并没有

统一规范的测算方法，因为其分子分母的
界定标准就很模糊。此前有科研人员撰文
指出，科技成果转化率中的“成果”概念没
有标准，“转化”概念过于模糊，统计周期更
是难以确定，这都使其难以成为一项“真”
指标。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对
企业的资助更多采用普惠式的政策机制激
发全社会的研究和创新活力。目前的一些
统计调查仅仅针对高校、科研机构等公共
研究部门，并没有针对全社会科技成果转
化情况进行统计或评价。作为国家科技成
果转化率，分母应该是全社会研发的成果，
到底有多少难以统计。

退一步讲，即便能够准确核算科技成

果转化率，其对于反映创新驱动发展真实
情况、揭示我国科研体系主要问题的意义
也不大，因为这个数据对科技成果转化及
创新活动的理解过于简单。日前，科技部
有关负责人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一方面，
不同的研究成果有不同的研究阶段和表现
形式，有些成果并不一定能直接转化成现
实的生产力，比如一些基础类公益类的科
研成果，此外成果转化的质量也难以反映，
数量并不代表质量，科技成果类型、大小不
一，转化效益差异巨大，不能通过数量来
呈现。

国际和国内对技术转移的成效有不同
角度的测度，但用科技成果转化率这个量
化测度指标，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都是
没有的。欧盟在成果转化方面有一个知识

转移测度专家委员会，制定了7个方面的指
标，包括研发合作协议数、披露的发明数、
专利的申请数、专利的授权数、技术的许可
数、许可的收入数以及创办企业的数字，并
不通过科技成果转化率进行衡量。

近年来，随着国内对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的高度关注，科技部门也采用了长
期可统计的数字来作为参考，就是全国
技术市场交易额。另外还有一个可做参
考的指标，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我国专利
实施率和专利转移率有一个统计，可以
用来测度和衡量技术成果交易和产业化
的活跃程度。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打通科技与经济
结合的通道，促进经济提质增效，是我们当
前要下功夫着力推进的工作。一方面，需
要进一步强化供给侧高质量系统化的供
给，提升重大科研项目成果的系统性、可用
性；另一方面，要更好地促进高等院校和研
究机构“锁在柜子里”的成果能通过更加专
业的人士推向市场，在高等院校、研究机构
建立起世界上可对标的技术转移机构，实
现技术对接、资本对接、市场对接。

科技成果转化不必纠结于“率”
雨 齐

对科技成果产出及其转化效果进行监测，以客观评价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可以为宏观

科技管理提供决策依据。但是，科技成果转化率并不是一个好的评价标准，衡量科技成果转化

也不必纠结在“率”上。

独角兽是存在于东西方古代神话传说
中的珍稀动物。头上长角，善于突破；长着
四条腿，善于奔跑；长着一对翅膀，如有神
助。如今，在我国，有这样一批成立时间不
超过 10 年、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企业，他们
被称为独角兽企业。在迎接技术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大浪潮中，独角兽企业一路狂奔，
成为引领这场变革的代表性群体。为何我
国的独角兽企业会快速增长？怎样看待

“独角兽”现象？

独角兽企业爆发式增长

2016 年全国独角兽企业达
131 家，总估值达 4876 亿美元，成
为我国新经济发展和新旧动能转
换的引擎

有人说，2016 年是直播元年，而游戏
直播更是行业的风口。在斗鱼引爆整个行
业后，虎牙、战旗等平台相继跟进，这个行
业被彻底搅热。

从国内最早的弹幕网站到涵盖体育、
娱乐、户外等多种直播内容的直播分享平
台，创业仅仅 3 年的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已经实现注册用户数 1 亿、日活跃
用户数 1500 万、月活跃用户数 2 亿，斗鱼
TV更是占据游戏直播市场份额近七成。

像斗鱼这样的独角兽企业惊人的成长
力让人眼前一亮。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
长王德禄说，一个国家要能够产生 100 家
独角兽企业就是个大事情，一个城市能产
生 10 家以上的独角兽企业也是个大事
情。今天，中国正在经历这样的大事情。

今年 3 月初，科技部火炬中心联合长
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在北京发布了 《2016
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 及独角兽企
业榜单。榜单显示，2016 年全国独角兽
企业较 2015 年的 70 家有较大增长，达
131 家。北京中关村拥有 65 家独角兽企
业，是全球除硅谷外独角兽企业最多的
区域。

长城战略咨询总经理武文生介绍，131
家中国独角兽企业的总估值达 4876 亿美
元，平均估值37.2亿美元，其中不乏估值超
过 100 亿美元的超级独角兽，如蚂蚁金服
估值 750 亿美元、小米估值 460 亿美元、阿
里云估值390亿美元。

虽然我国独角兽企业的标准是成立时
间不超过 10 年，但是榜单中，2014 年及以
后创立的独角兽企业竟然高达 50 家，占比
超过三分之一；其中 2015 年之后成立的企
业为 15 家。创立仅 1 至 2 年即入围独角兽
企业榜单，反映出企业创新能力强、成长周
期短、成长跨度大的爆发式增长特点。

武文生说，中国目前已经有 16 个城市
出现独角兽企业，而独角兽企业的主要聚
集区域“北、上、深、杭”四大城市则形成了
各自的特色：北京独角兽企业引领行业新
模式、新技术；上海独角兽企业中，60%为
新兴的“互联网+”企业；深圳独角兽企业
42%为技术驱动型；杭州独角兽企业12家，
以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为主。

独角兽企业的爆发性增长仿佛为资本
注入了一剂“兴奋剂”。凤凰资本、腾讯迅
速反应，向斗鱼领投15亿元C轮融资；估值

92 亿美元的今日头条被红杉资本领投，新
浪微博跟投；蓝驰创投、如山创投等投资公
司则向春雨医生伸出了橄榄枝。

“今天独角兽企业已经成为我国新经
济发展的引擎、新旧动能转换的引擎。”中
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说，“资本市场、创业
界经常会被资本寒冬和资本泡沫的问题困
扰，但无论是寒冬还是泡沫，资本对独角兽
企业的追捧从来都没有停歇过”。

高新区成“独角兽”摇篮

国家高新区丰富的创新创业
资源为企业高速增长提供支撑，
成为全国独角兽企业的主要集
聚地

据统计，全国131家独角兽企业有104
家分布于各地高新区内，比例达到 79%。
高新区成为当之无愧的“独角兽”摇篮。

独角兽企业为何能迅速成长？科技部
火炬中心主任张志宏表示，独角兽群体出
现的地方，就是新经济蓬勃发展的地方。
国家高新区作为新经济引领者、双创示范
基地，创新要素始终处于良好运作的状态，
丰富的创新创业资源为企业高速增长提供
支撑，成为全国独角兽企业的主要聚集
地。而独角兽的分布恰恰与科技部火炬中
心对高新区进行的评价监测相一致。“可以
预见，未来这些地区还将继续涌现高成长
性企业，包括独角兽企业。”张志宏说。

在商业模式的创新驱动下，平台型企
业成为孕育中国独角兽的重要力量。

“平台能整合资源、链接资源、高效配
置资源，实现跨界融合。通过自孵化以及
战略投资的方式，平台型企业能够建成一
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郭洪说。

如今，独角兽企业已经成为企业生态
链的重要构成。在 2016 榜单中，阿里巴巴
系的独角兽企业有滴滴快的、美团点评、乐
视体育、36氪、饿了么等14家独角兽企业，

其总估值达1988.5亿美元。通过布局独角
兽，阿里巴巴能够有效整合其互联网O2O、
文化娱乐、云服务等业务，构建全面的商业
平台。

“裂变拆分是中国独角兽企业的新晋
产生方式。”张志宏告诉记者，2016 年，由
平台型企业业务裂变拆分而来的独角兽企
业 共 31 家 ，占 中 国 独 角 兽 企 业 数 量 的
24%。其中，有6家平台型企业孵化独角兽
达两家以上，包括阿里巴巴、腾讯、京东、乐
视、奇虎 360 及中国平安。平台型企业依
托自身强大的资金积累、资源整合和系统
管理能力，孵化出的独角兽企业展现出显
著的爆发式成长特征。

这些独角兽企业能够快速增长，还有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发现了潜在的巨大
市场。“滴滴出行创始人兼 CEO 程维离开
阿里的时候就想创业，但没明确要干什
么。有一次去打车，半天打不着。他想这
个行业太落后了，或许一个APP、一个软件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巨大的市
场。”郭洪说。正是这种市场驱动促成了许
多如滴滴一样的独角兽的诞生和成长。

技术创新强劲有力

技术驱动型企业占新增加独
角兽企业的比例大幅提高，“硬科
技”驱动成为中国独角兽的典型
特征

长城战略咨询合伙人马宇文发现一个
显著的特点，新增加的独角兽企业中，技术
驱动型的比例大幅提高。深圳市的独角兽
企业有42%为技术驱动型，包括大疆创新、
碳云智能、柔宇科技等，总估值达 183 亿
美元。

“滴滴是我国目前在大数据、人工智能
领域领先的企业，也是新经济时代互联网
跨界融合创新和分享经济的代表，它让资
源的拥有方和资源的需求方可以高效连

接，使交易成本尽可能减少。这是人类社
会从有商品经济、商品交易以来的一个梦
想，以前做不到，现在能做到了，是什么原
因？就是科技创新。”郭洪说。

正是因为积极拥抱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到自诊和在线
问诊领域，春雨医生才能逐步引入可穿戴
或可植入的医用智能健康硬件监测信息、
医学人工智能辅助和 POCT（及时检验）等
循证医学证据，提升在线问诊的精确度和
用户满意度。柔宇科技历时 8 年研发出可
直接用于智能手机的全球最薄的彩色柔性
显示屏，其厚度仅为0.01毫米，卷曲半径可
达 1 毫米；2015 年 9 月推出全球首款可折
叠式超高清智能移动影院 Royole-X。这
些突破性产品给显示领域设置了较高的技
术门槛。

中国独角兽企业显示出强劲有力的技
术创新能力，“硬科技”驱动成为中国独角
兽的典型特征。马宇文表示，2016 年新晋
独角兽主要分布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企业服务、社交、网络安全、新媒体等技
术创新与“技术+模式”创新行业领域。

这些携带着“硬科技”的独角兽企业的
成长，不仅推进了新兴产业的产生，也推进
了传统产业实现颠覆式变革，引领区域跨
越式发展。从长远看，还将扩大有效高端
供给，优化我国经济结构，促进新经济活力
持续迸发。

专家们分析认为，独角兽将是带动新
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引擎。对
于各地高新区而言，应对独角兽企业采取
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完善自身的创新生
态建设，自觉地成为更多独角兽企业产生
的摇篮。

张志宏表示，科技部火炬中心在持续
推进“双创”工作的过程中，将在全国继续
寻找和挖掘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企业，同
时更好地服务科技型企业，强化国家高新
区的创新资源集聚作用，关注分享经济、平
台经济、智能经济等催生独角兽企业的新
经济领域。

上图 APUS 是中国互联网独角兽企
业，他们要为全球手机用户提供最好的
用户系统。图为APUS员工在工作。

右图 独角兽企业旷视科技开发的
刷脸支付终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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