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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潭高新区推动新技术与经济融合

传统产业搭载“智能快车”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徐严郭

劳模创新工作室

技术攻关增效益

以科技为轴以创新为轮

中国声谷全力追“声”奔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偶世君

为帮助园区中小企业发展，中国声谷定期邀请行业大咖开展专题交流。 黄思云摄 （中经视觉）

国际数据公司（IDC）考察中国声谷，体验园区企业创新产品，并与中国声谷
达成战略合作。 黄思云摄 （中经视觉）

从高数量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北京知识产权保护有“独门秘籍”
本报记者 杨学聪

中国声谷坚持龙头+配套、基地+基金、平台+赛道的方法，构建从技术、产品、生态

链到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形成了产业特色明显、技术领先、配套齐全、辐射全球的人工

智能产业集群，着力打造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5月6日，江西鹰潭高新区众
鑫成铜业公司生产车间，生产部
经理张书红正和技术人员一起忙
碌，公司刚接到一批单丝0.03毫
米裸铜线订单，他们正在按订单
需 求 给 生 产 线 设 定 新 的 技 术
参数。

众鑫成铜业公司是一家生产
电线、电缆和各种规格的裸铜线、
镀锡线的有色金属加工企业。去
年以来，公司投入 800 余万元对
10 条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改造。

“通过智能化改造的生产线，能耗
下降 20%，产量提高 30%，综合
比 提 升 了 20% 以 上 。”张 书 红
介绍。

作为当地工业发展“主战
场”，鹰潭高新区积极推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加快推进铜、水表等特
色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搭载“智能
快车”，大批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发展智能制造是鹰潭高新区
创新驱动的重点。近年来，当地
大力实施“机器换人”工程，以高
等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智能化
生产等高端设备和技术运用为重
点，引导企业更新数字化设备。
众鑫成铜业公司“智能化”的生产
线就是一个生动实例。经济日报

记者在该公司工程研发中心一块
巨大的LED显示屏上看到，10条
生产线设备运行动态和相关数据
一目了然，实时画面清晰地呈现
在眼前。

为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鹰潭高新区还主动对接
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成果转移转化试点
示范，嫁接物联网技术，大力推进
传统产业由低端加工向高端制造
转变。

三川智慧科技公司作为当地
一家水表生产老牌企业，近年来
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主打产品水
表，实现了从传统水表到物联网
智能水表的升级。如今，一只只
智能水表从这里走向国内外市
场。公司负责人介绍，去年公司
各类水表销售收入5.85亿元，其
中智能水表销售收入达 3.14 亿
元，同比增长25.28%。

创新驱动成为鹰潭高新区传
统产业转型发展的“利器”。目
前，该区铜产业正努力实现新技
术、新装备、新工艺向高端化、智
能化迈进。全区 30%以上的铜
产业企业正在新建或改建智能化
生产线，铜产业精深加工比重提
升至45%。

部省共同推进安徽智能语音产业
发展领导小组会议日前在北京举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就
中国声谷第二个“五年计划”进行深入
探讨，为这个全国首个定位于人工智
能领域的国家级产业基地逐项梳理发
展方向。

2018 年，中国声谷入园企业从
2014年的31户快速增长到433户，从
业人员超过 6 万人，核心产值 130 亿
元，带动相关产业产值达 650 亿元。
在《支持中国声谷建设若干政策》的支
持下，中国声谷不断完善产业配套、加
快集聚核心企业、广泛开展产品示范
应用，2018年先后建成两大产业平台
和四大基础技术平台。

瞄准核心技术

近日，经济日报记者走进中国声
谷，从一个懂翻译的鼠标、会聊天的钢
琴中体验智能语音的神奇，寻迹中国
声谷不断发展壮大的追“声”之路。

“小威小威，锄禾日当午。”“汗滴
禾下土！”在合肥高新区的中国声谷二
楼体验中心内，一台钢琴竟然可以通
过语音与弹奏者亲密互动。问天气、
查曲谱、背古诗、做算术，这台聪明的
钢琴总能快速搞定。看着钢琴上“靠
谱”功能区的提示，记者这样的零基础
初学者快速上手，只用了50分钟就能
完整地单手弹奏《茉莉花》。大到智能
钢琴、教育机器人，小到AI翻译棒、会
说话的鼠标，在中国声谷体验中心内
的每一处角落，都集中了当今语音技
术的最新成果。新产品、新技术让人
目不暇接，很多智能产品已经进入了
消费市场领域。

目前，中国声谷已在教育、医
疗、服务、汽车、家居等领域孵化培
育出 130 多 款 人 工 智 能 软 硬 件 产
品，产品涉及的人工智能技术包括
大数据算法、语音识别与翻译、人
脸识别、自然语音处理等。中国声
谷注重核心技术积累，集聚全球人
工智能核心技术的战略定位，成为
驱动产业链上企业“智造”产品更
新迭代的引擎。

每个“智能神器”的背后，都有响
亮的企业名字作为注脚，科大讯飞、科
大国创、赛为智能、华米科技……漫步
在中国声谷园区，这里的高新技术企
业已超过400余家，跟进在谈的人工
智能细分领域项目超过200个。

构筑产业优势

“到目前为止，从国家到省、市、
区，中国声谷已经被纳入到一整套完
备的政策体系之中。”合肥市副市长王
文松说：“中国科大+中国声谷是合肥
人工智能产业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核心
因素。未来，合肥市将进一步加大对
中国声谷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人工
智能产业上下游企业聚集，形成产业
集中效应，最终形成一条人工智能产
业链。”

如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中，中国声谷正以“科技”为轴、

“创新”为轮，加快构筑产业优势，打造
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相比，
安徽区位优势并不明显。对中国声谷
而言，打造产业链、构建产业生态依然
是一项难度极大的挑战。中国声谷运
营单位总裁祁东风认为，首先要解决

产业链底层技术创新和人才问题。
对此，中国声谷一直奉行“平台战

略”。通过资源投入，2018年6月，中
国声谷正式发布全国首个“智能语义
开放平台”，总投资超过 10 亿元；7
月，中国声谷获工信部支持，联合金
山、百度、神州泰岳共同打造智能写作
机器人项目，将进一步从文字延伸到
人工智能领域的全方位交互技术，如
图像识别、手势识别等。

此外，中国声谷依托中科大类脑
国家工程实验室打造的类脑智能技术
平台，正在构建集计算资源、数据资源
于一体的 AI 平台。包括核心企业科
大讯飞的智能语音开放平台在内，中
国声谷已经形成了涵盖智能语音、智
能语义、智能计算、智能写作四大基础
技术平台，可以为入驻企业提供开放
的底层技术架构支持，促进创业企业
积极发力垂直行业解决方案，盘活产
业链上的创新要素。

“我们要以开阔的视野为平台寻
找核心技术。”祁东风强调，中国声谷
最重要的任务是打造产业生态，培植
产业土壤，通过平台肥沃的“土壤”培
育创新企业与技术。

随着行业龙头如百度、阿里、腾
讯、科大讯飞等“安家”中国声谷，以及
行业成熟技术如智能语音、语义理解、
图像识别、深度学习等在这里转化为
应用产品，人工智能发展要素在中国
声谷实现了聚合发展。

目前，中国声谷初步完成核心集
聚“小目标”，形成了产业特色明显、技
术领先、配套齐全、辐射全球的人工智
能产业集群。

增强国际影响力

“中国声谷已经成为安徽产业创
新发展中最为亮丽的名片。”日前，安

徽省经信厅厅长牛弩韬主持召开中国
声谷建设工作会议时指出，中国声谷
要坚持龙头+配套、基地+基金、平台+
赛道的方法，构建从技术、产品、生态
链到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做大规模，
做强实力。

从 2017 年到 2020 年，安徽每年
拿出2亿元，合肥市每年拿出6亿元，
支持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
推广。安徽省经信厅软件处处长余要
火介绍：“2018年，中国声谷专项政策
支持的第一批项目达 212 个，支持金
额3.66亿元。在专项政策的支持下，
一批人工智能创新企业做大做精，一
批爆款产品走进万家。”

去年年底，政策规划设立的产业
发展基金也正式建成，基金总规模50
亿元，首期规模10亿元。基金将重点
投向全球范围内具有人工智能核心原
创技术的项目、与中国声谷产业发展
战略相匹配的成长期项目、已形成规
模的成熟人工智能项目等。“产业发展
基金无论是在大型项目招商、核心技
术孵化，还是在做大做强入园企业等
方面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合肥市
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雍凤山介绍，将充分发挥基金的产业
支撑和带动效应，全面支持中国声谷
的核心集聚。

中国声谷有三大关键绩效指标。
第一是高度，把全球最优秀人工智能
核心技术聚过来，包括核心算法逻辑、
芯片以及开发的新商业模式。第二是
深度，基地要能够孵化出最先进最快
最好的产品，应用最深入。第三是广
度，就是在各行和各个领域，中国声谷
孵化产品市场覆盖率最高。祁东风告
诉记者：“中国声谷的产业生态将对全
球开放。未来企业会由现在的400余
家集聚到上千家，建设更具国际影响
力的中国声谷。”

知识产权保护是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关键举措。近
年来，北京在政策法规体系建设、知识
产权体制机制建设、保护效力提升、创
新文化宣传及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均
取得显著成效，知识产权创造从高数
量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2018 年，北京市专利申请量达
21.12万件，同比增长13.6％，其中发
明专利申请量 11.77 万件，同比增长
18.7％，专利授权量 12.35 万件，同比
增长 15.5％。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112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10倍。

知识产权无处不在。以正在举办
的北京世园会为例，知识产权保护贯
穿招展、展会全程，并渗透展会内外。
招展时严格把关，将失信企业排除在
外，发现侵权线索31条，并要求92家
侵权企业、网站、自媒体运营商停止侵

权；展会期间，知识产权保护办公室进
驻展会，保证有诉必应，侵权必查；组
织开展专项行动，对重点区域、重点市
场加大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展会外围
侵权违法行为。

“做好世园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对展示首都北京良好的国际形象具有
重要意义。”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潘新胜表示，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们
专门会同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文化执
法总队、农业农村局、园林绿化局、世
园 局 、延 庆 区 政 府 等 单 位 形 成 了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方案》。

世园会只是北京切实抓好知识产
权保护的一个案例。做好知识产权保
护，北京有“独门秘籍”。

首先是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不断
增强知识产权工作合力。2018年，北

京市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办公室发布了
《2018 年首都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
划》，明确六大工作重点和 59 项具体
任务，并协调推进落实；签署《京津冀
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合作计划》，成
立京津冀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联
盟，服务京津冀企业近6000家；以京
津冀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协作调度中心
平台为媒介，畅通案件移送、协助调
查、协助送达、协助执行等工作渠道，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协作力度。

其次是加强知识产权顶层设计。
2018 年，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制定《中
小微企业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快速
处理办法》《2018 年专利行政保护创
新政策实施方案》，服务企业创新和知
识产权保护。数据显示，2018年北京
市知识产权局全年共受理专利侵权案
件 299 件，查处假冒专利案件 1249

件，两类案件共1548 件，连续两年突
破千件大关，同比增长28％。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18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领先科技集
群”调查中，北京排名第5位，已成为全
球创新活力和创新能力较强的区域。

据介绍，今年，北京将制定《2019
年首都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年度推
进计划》，修订《北京市奥林匹克知识
产权保护规定》，启动《北京市专利保
护和促进条例》的研究修订工作。同
时实施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推动
建立京津冀版权保护联盟，深化与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新一轮合作。着力推
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技术创新与支持
中心、中关村知识产权国际注册政策
和法律服务中心建设。进一步完善企
业知识产权海外预警和维权综合服务
体系。

南钢高速线材厂主任工程师张欢在电气控制室检查设备。张欢劳
模工作室成立10年来，完成技术攻关项目189项，创造效益达5040万
元。目前，江苏省共设立了劳模创新工作室2500个，围绕提高企业生
产效率和品种开发，开展技术攻关、技术改造、技术协作、技术发明等一
系列科技创新活动，创造效益200多亿元。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猪八戒网

以“共享人才”服务“共享经济”
本报记者 刘 畅

“共享经济”是近年来备受关
注的新经济业态之一。成立于
2006年的猪八戒网可谓是“共享
经济”中的“高龄选手”，搭建起人
才 共 享 平 台 ，目 前 注 册 用 户
2200万。

“互联网企业就是一个大数
据企业，挖掘数据的能力非常重
要。通过交易数据，我们可以勾
勒出以用户需求为主的数据画
像，从而与平台上交易活跃的服
务商进行匹配，好比在成千上万
个人中找到你最需要的那一个。”
在前不久举行的“猪八戒网2019
取经大会暨中国互联网+创新服
务峰会”上，猪八戒网副总裁周勇
向经济日报记者介绍，10 多年
来，通过平台和产品不断更新，猪
八戒网吸引了大量客户并将他们
的经营活动数据沉淀下来，这就
是平台的核心竞争力。

2017 年3月，负责市场开发
的郎远林和负责技术开发的小伙
伴共同创立了中恒企科技。创业
初期，企业主要业务是做微信小
程序和 APP 开发。从入驻猪八
戒网开始，这个仅有 2 人的创业
团队就成为被“共享”的人才。如
今，企业团队已发展到 60 人，企
业也有了精准定位：为中小企业
提供包括财税、设计、品牌研发在
内的多项业务。

“现在我们已经入驻猪八戒
网四川总部园区，因为猪八戒网
提出他们未来的发展将采取‘工
场模式’，从线上走到线下，这将
有助于我们拓宽服务半径，并获
得更多专业人才的服务。”郎远林
告诉记者。

“创业前，我曾是一名记者，
采访中我发现很多小微企业买不
起创意和设计。”猪八戒网联合创
始人刘川郁说，从一家大中型的
设计企业购买服务是标准化和流
程化的，收费动辄上万元。“但是
在我们的平台上，有大量初创期
的设计团队、设计专业的大学生，
设计一个 LOGO 只需要 300 至
500 元，门槛低了自然生意就上
门了。”刘川郁说，如今猪八戒网
已经聚集了 25 个国家和地区的

“共享人才”，共计服务 1000 多
万家企业。

人才在共享中凸显价值，人
才的孵化也在不断加速。据了
解，猪八戒网计划 3 年内在四川
高校建立20个校园工场，其目的
是为在校大学生提供实习机会。

据介绍，猪八戒网目前可以
为企业提供标识设计、软件开发、
知识产权、财税等17个领域600
多个品类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共
计实现了超过 10 亿次用户商机
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