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产权领域的新现象

人工智能写的诗

版权到底算谁的？
本报记者 佘 颖

人工智能在很多行业成为不
可多得的助力，无人驾驶、语音
翻译、人脸识别等技术形成了新
的产业，也极大便利了人们的
生活。

人工智能在一些创造性的领
域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以打官司
时要写的诉状为例，以前要找专
人帮忙撰写，北京互联网法院院
长张雯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北京
互联网法院已经开发出人工智能
诉状生成机，可以帮助当事人完
成 6 类案件的诉状撰写，累计已
完成4万次，方便了当事人。

“写诉状这项业务可能就要
从律师的传统业务中逐步消失
了。”张雯说，“我们还开发了类案
智能推送系统，通过大数据的推
送和预测，有助于辅助法官决策，
规范尺度，统一法律适用，提高审
判质量。下一步互联网法院可能
会有人工智能法官了”。

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人工智
能的“创作”也带来一些新课题。
比如，人工智能产生的作品，他们
写的歌、做的诗，有没有版权？版
权到底算谁的？如果诉状有版
权，版权又该属于谁？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著作权
人包括作者、其他依照本法享有
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或者
算法，并不在著作权法规定的著
作权人里。但这个看不见、摸不
着的“作者”，又确确实实在创作。

“春天丽日照晴川，十里桃花
映满山。燕子呢喃寻旧梦，清风
拂面柳如烟”。如果不提前说明，
有多少人能够猜到，这是百度
APP“为你写诗”功能根据“春天
的桃花开了”这句话写下的一首
诗呢？

利用这个功能，用户只要上
传图片或者任意输入题目，就会
自动生成一首诗。测试表明，只
有 50%的普通人可以正确分辨

出来哪些是真人创作的诗歌。
那么，这首诗的版权属于百

度公司还是属于输入了那句主题
词的用户？张雯在实践中也遇到
了类似的问题。“当时我们用了三
四个月来考量案件，请来了技术
专家、法学专家一起研讨。”最终
达成一致，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
创作可能跟著作权没有直接的连
接关系，而是民法上的权属利益，

“这个权属利益应该归于软件的
所有权方。如果权属上能够进行
确定，我们就应该对所有权方的
版权进行保护”。不过张雯强调，
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

目前国内对人工智能创作的
版权归属尚无定论。从国际上来
看，这也是个全新课题。

微软小冰是微软公司推出的
人工智能机器人，任何人对小冰
说出指令“一起写诗吧”，就能进
入联合创作模式。有意思的是，
为了避免争议，微软在官方网站
发表声明，宣布小冰放弃创作版
权。这意味着和小冰一起创作的
人能够独享作品的全部权利。

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版权归
属暂时还不好界定，但是人工智
能由大数据驱动，因此确定用户
数据的归属问题至关重要。

腾讯公司法务总监刁云芸认
为，个体数据信息就是每个用户
自己的头像昵称、点评内容、购买
信息等，这些信息都是个体信息，
是归属于个人的权利。但是当这
些个体信息汇总形成能够被分析
的大数据时，大数据权益应该归
属于平台方。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万
勇则认为，“不管是自动驾驶，
还是人脸识别，开源可能不是做
公益性的事业，而是在收集数
据。建议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
建立一套监管体系，明确数据归
属，因为加工之后的数据是最值
钱的”。

本报讯 记者苏大鹏报道:
近日，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
测研究院有限公司气瓶试验中心
氢能实验室自主设计研发的国内
首套车用氢阀氢循环试验装置调
试成功，开始正式运行，为国内外
氢阀制造企业提供包括氢气循环
试验在内的整套车用氢阀试验
服务。

氢循环试验装置的成功设计
研发，填补了国内试验机构该项
试验能力的空白，解决了车用氢
阀涉氢试验的难题，为车用氢阀
的质量提升提供了必要的检测平
台，将助力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
安全健康发展。

车用氢阀是氢燃料电池汽车
供氢系统中重要的零部件，其结
构复杂，集成度高，通常由单向
阀、手动/自动截止阀、溢流阀以
及温度驱动安全泄压装置组成。
据了解，氢循环试验装置是该试
验中心科研团队自主研制开发的
专用试验装置，是团队多年努力
取得的重要科研成果。

氢循环试验装置主要用于车
用氢气瓶口阀及 TPRD 尾阀的
氢循环试验、极限温度压力循环
试验等。经测试，该套装置的性
能完全能够满足 GB/T35544 国
家标准的要求，同时也能够满足
联合国相关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国内首套车用氢阀

氢循环试验装置研发成功

位于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的珠西
创谷展厅内，一项平面裸眼3D技术吸
引了众人关注。“在手机上贴上我们的
膜，并下载我们开发的应用程序，就可
以实现裸眼3D效果，这是我们入园企
业的技术成果。”珠江创谷（江门）科技
园首席运营官黄华松介绍说。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珠西创谷
（江门）科技园是广东省认定的4个粤
港澳台科技企业孵化器之一，不仅是
一块孕育科创企业的“沃土”，也是港
澳台青年创业的钟情之地，园内港澳
台（海外）青年创立的企业占在孵企业
比例高达40%。

“为吸引粤港澳台及海外高科技
企业进驻，我们不断提升园区服务水
平，为青年创业者提供创客空间，为中
小企业提供孵化器，为成熟企业提供
加速器等服务。”在珠西创谷行政总裁
马振富看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出台后，江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珠西创谷
亦将成为吸引港澳台（海外）青年前来
江门创新创业的热土。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
珠西创谷园区企业产值达1.24亿元，
同比增长 26.5%；园区企业实际缴纳
税金超过900万元；园区创造就业人
数达529人，同比增长62.3%。

在珠西创谷 106 家入园企业中，

涌现出绿润科技、云码智能、云讯电
子、天利新科技、南粤古建等一批行业
领先的“科创新星”，这些企业创始人
大部分是港澳青年，其企业、产品亦获
得市场高度认可。截止到目前，园区
企业知识产权数累计达50个。

印 星 机 器 人 有 限 公 司 成 立 于
2017年7月，由3位香港青年创办，是
一家主要从事设计、研发及销售仿生

机器人的高新科技企业。“我们最新的
仿生机器人采用自主研发的动作探测
控制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
我们还在加快5G技术在机器人研制
领域的应用，其技术是使机器人的运
行速度更快。”该公司运营及财务总监
林安江告诉记者。

目前，珠西创谷正重点发展人工
智能、环保及能源、电子及智能产品、
电子商贸与娱乐等行业相关技术，并
正在打造国际化智慧电子商务平台、
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平台、物联网技
术应用智慧示范中心三大创新平台，
支持企业技术和产品快速发展。

江门市委书记林应武表示，在现
有创业扶持政策的基础上，江门市还
将出台一批针对港澳台青年创业较为
关注的降低就业创业门槛、简化创业
融资手续等政策措施，依托华侨华人
创新产业集聚区、珠西创谷（江门）科
技园、粤港澳大湾区海外青年创业基
地等创新创业平台，为港澳台青年、海
外侨胞以及中小微企业、初创企业提
供技术创新、创业孵化、企业融资、创
业培训等全方位全过程服务。

珠西创谷（江门）科技园成吸引港澳台青年创业热土

“科创新星”从这里冉冉升起
本报记者 庞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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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京市以建立城市“硅巷”作为创新名城建设的重要抓手，积极探索老城区创新

载体与高校院所、城市空间有效融合，打造校地融合、产城一体、创新创业活跃度高的创新

集聚区，使老城区焕发创新活力、产业动力和人才吸引力

拥有完善配套设施的城市“硅巷”受创业者青睐

南京向存量空间要增量价值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薛海燕 蒋 波

江苏南京市利用主城区的存量建
筑、闲置载体，开展产业化的创新创业
活动，以建立城市“硅巷”作为创新名
城建设的重要抓手，向“存量空间”要

“增量价值”，让老城区创新活力得到
有效激发。

闲置楼宇变身“硅巷”

南京市珠江路未来城B座空置了
三四年，从去年底开始逐渐热闹起来，
口碑网、阿里云创新中心（南京玄武）、
明亚保险经纪公司等一批科创公司入
驻，让这个曾陪伴市民多年的数码电
子产品卖场摇身一变，化身为繁华都
市中的创新“硅巷”。

“老城区里的楼宇空间闲置，资源
浪费，我们正以此为契机，引入新型研
发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加快建设‘硅
巷’，释放创新空间。”珠江路科技一条
街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孙兵介绍，“硅
巷”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是个虚拟园
区，聚集着众多移动信息技术企业群，
它没有固定边界，是创新创业新形态，
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科技园区，已成
为纽约当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随
着“互联网+”向纵深发展，新兴科技
与旧产业深度融合，位于南京主城区、
拥有完善配套设施的“硅巷”便成了创
业者最佳的选择。

从去年 9 月开始，南京市玄武区
与东南大学合作启动共建东大·南京
设计名城，在近 4.5 平方公里的范围
内集聚优质设计产业资源，建设东大
玄武设计创新研究院，引入与设计产
业相关的院士大师工作室，以及国际
知名设计企业总部代表机构。同时，
玄武区把南京卷烟厂老厂区、谭延闿
故居、杨廷宝故居等载体实施“腾笼换
鸟”，打造院士大师工作室、亚洲建筑
档案中心等重点设计产业集聚区，形
成老城区众创生态服务圈。

今年 1 月，随着字节跳动（南京）
研发中心落户，南大科技园成为南京
市鼓楼区“硅巷”建设与招商引资的

“招牌”。鼓楼高新区有关负责人介绍
说，鼓楼区正以南京大学、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老所区、南
京邮电大学科创中心等载体建设为支
撑，围绕南大国家大学科技园、南工大
国家大学科技园和南邮国家大学科技
园等重要载体，推动“硅巷”建设。

南京市秦淮区则依托江苏金陵机
械制造总厂原厂址新建航空发展大
厦，并改造部分存量旧楼，引入中介运
营平台，打造科创综合体。2019年秦
淮区将实施六大工程，建设载体10万
平方米，培育入驻新型研发机构 10
家，新增科技企业80家。

创新载体串珠成链，城市“硅巷”
连点成面。眼下，“硅巷”建设已写入
南京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南京各
地正在积极探索老城区创新载体与高
校院所、城市空间的有效融合，激发高
校院所的科教资源活力，打造创新集
聚区。

建设全域创新空间

与传统办公空间中的“格子间”相
比，南京市珠江路“INNO 未来城”的
B座大楼有些“另类”。走进大楼，餐
饮、零售、美容、健身等商业生活配套
一应俱全，创业者们在这里可以边喝
咖啡边聊工作，可以在办公楼里参加
各种活动，工作之余还可以健身。

“这里融合了联合办公室、孵化
器、商业和娱乐等功能，我们每年举办
不少于200场创业活动，为创业者建
立互动社区，打造一站式服务的青年
社区。”未来城项目合作方中国新天地
执行董事张斌告诉经济日报记者，目
前，珠江路 INNO 未来城企业入驻率
达到 50%，其中孵化器 INNO 空间的
项目入驻率达到70%，1.7万平方米的
众创办公空间里聚集了 27 家高新技
术企业，有效缓解了老城区面临的产
业空心化、人口结构老龄化、科教资源
外流等问题。

南京市科委副主任陈为生介绍，
南京计划大力推进鼓楼、徐庄、白下和
建邺等高新园区通过改造老厂房、盘
活老校区等，嵌入式容纳更多创新创

业者，打造校地融合、产城一体、创新
创业活跃度高的“硅巷”。

在新一轮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
围绕南大、南航、南师大等高校画了一
个又一个“硅巷圆圈”。南京市规划局
局长叶斌说：“南京要做优创新生态体
系，打造全域创新空间，通过在老城范
围内培育科技‘硅巷’，推进大学和科
研机构及周边社区建设，营造良好的
创新氛围。”

城市“硅巷”有别于单纯的工业开
发区和传统的科技园区、孵化器，而是
一个创新复合空间。南京海创岛科技
园总经理徐振凯告诉记者，“硅巷”是
资源汇聚的创新综合体、配套齐全的
创新活力区、市场运作的创新共同体
和产业发展的创新推进器，有了创业
者入驻、创新资源注入，老城空间就有
了活力，找回了产业动力，“空心化”问
题才能迎刃而解。

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表示，南京
正在利用市场化的力量，引入有经验
的园区管理者、新兴互联网企业，把

“硅巷”建设成创业者的栖息地，探索
老城更新、旧城创新的新路径。

打造无边界园区

“我们被南大鼓楼校区的历史文
化底蕴和科技创新氛围打动，在南大
和鼓楼区的支持下，我们决定将公司
的研发中心落户于此。”字节跳动创始
人兼 CEO 张一鸣表示，将在南大“硅
巷”里打造公司的人工智能研究实验

室和创新业务孵化中心。
“在校园里建设‘硅巷’，科创氛围

越来越浓，会吸引更多的科创企业走
进南大。对师生来说，这些‘大牌’企
业就在身边，方便进行科研等合作交
流，学生也多了个就业创业的平台。”
南京大学软件学院教授陈振宇说。

“高地价、过于密集的人口、有限
的可建设空间，决定了老城区不太可
能专门划出一片区域作为新的产业园
区。”负责“秦淮硅巷”工作的白下高新
区园区服务处处长金界春表示，“秦淮
硅巷”紧贴城市原有肌理，通过对现有
老写字楼、老厂房、棚户区加以改造，
容纳创新创业者。

“‘硅巷’模式是‘老树发芽’而非
‘平地起楼’，既可以有效节约资源，又
可以带动老城区创新活力。”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科研院副研究员孔详浩说，
没有边界的园区让企业和员工充分享
受到城区完善的基础设施带来的便
利，自然容易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目前，南京市鼓楼、秦淮、玄武区
的“硅巷”建设已累计超过 76.5 万平
方米，累计新增入驻高新技术项目（企
业）超过200个。

“建设城市‘硅巷’，是创新载体提
档升级的重要举措，也是主城区转型
发展的有效路径。”张敬华表示，南京
将坚持“主城区”坐标，解决“空心化”
问题，贯彻“无边界”理念，使闲置空间
焕发创新活力、产业动力和人才吸引
力，形成南京“硅巷”品牌，打造一个适
应创新创业的生活休闲空间。

河北故城

搭建网络个性定制新平台
珠西创谷

（江门） 科技
园已成为港澳
台（海外）青
年在广东江门
市创业的钟情
之地。图为珠
西创谷展厅。

本报记者
庞彩霞摄

今年以来，河北省故城县依托国际创新港，引导企业通过网络直播
平台，采取线上线下互动形式，让客户直接参与服装设计环节，将个性
化订单转化为成品。目前，故城县的个性化定制服饰畅销美国、俄罗斯
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图为在河北省故城县国际创新港，一名客户通
过3D智能试衣体验机选择服装款式。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南京市珠江路“INNO未来城”B座“硅巷”中心。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