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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7年开始，英国政府将人工智能作

为其产业战略未来竞争力建设的重点，对发

展人工智能做出长期规划，从政策、资金、行

业指引、智库高校合作、企业合作、人才培养

等方面对人工智能产业进行全面扶持，力求

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导全球发展。

在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 2017年

发布的“产业战略——建设适应未来的英国”

白皮书中，人工智能和数据被视为未来英国

可以领导全球的优势领域，将成为未来英国

生产力提升和创造国民收入的重要动力源。

为此，政府制定了具有雄心和社会包容性的

人工智能战略。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

部随后出台“人工智能行业计划”，进一步确

定将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的资源投入。根据

计划，英国政府重点从加大研发投入、促进技

术应用、吸引人才方面促进人工智能发展。

该计划预计总投入近 10亿英镑，包括政府公

共基金 3 亿英镑和带动商业银行融资、风投

等私人领域的7亿英镑。

英国政府积极扶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以

提高生产力，投入 2000 万英镑设立“下一代

服务行业战略基金”，瞄准人工智能在服务行

业的应用；投入 9300 万英镑设立“工业战略

挑战基金”，用于研发海洋勘探、核能、太空等

领域的机器人技术。此外到 2027年，英国将

公共和私营部门研发总支出提高到 2.4%，为

人工智能技术突破打下基础。

在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方面，英国

政府投入 2000万英镑设立“政府科技基金”，

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为政府部门提供创新解决

方案，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并通过应用人工智

能技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净零排放，开发更

清洁、高效的系统、产品和服务。该基金还支

持使用人工智能评估国防和安全威胁，在健

康领域推动人工智能早期诊断、医疗保健等。

英国政府与高校合作，大力培养人工智

能领域的高素质人才。英国政府制定并实施

“全球图灵奖学金”计划，通过签证便利、技术

移民、全额奖学金等方式吸引来自世界各地

的人工智能研发人才前往英国。此外，2020

年至 2021 年，英国各大高校每年增加招录

200 名人工智能专业博士生，并在未来 10 年

内逐步增加培养博士生的数量。

在提升数据基础设施方面，英国政府推

动建立公平、公正和安全的数据共享框架，建

设适用于机器学习的公共数据库，强化

数据保护法案，为数据共享和使用提供法律

保护。同时，英国还将投资超过 10亿英镑开

发5G移动网络并加速全光纤宽带覆盖，以构

建下一代数字基础设施。

英国政府还专门成立人工智能委员会，

就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向政府提供独立建议。

同时，英国政府设立人工智能办公室，与人工

智能委员会合作制定和实施人工智能战略，

提升对英国本土人工智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

支持力度，并推动谷歌、亚马逊、TikTok等全

球数字巨头在英国设立新总部和研发中心。

在政府全方位的人工智能战略支持下，

英国在短时间内涌现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相

关企业，人工智能行业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部分初创企业经过市场考验后崭露头角。

Kwiziq、Cleo 和 Mindtrace 是英国人工智能初

创公司在教育、个人理财和自动驾驶等领域

取得领先的例子；英国的 QuantumBlack科技

公司，从初创期的 3 人到现在成为拥有超过

350 名技术专家的科技企业，通过机器学习

和人工智能帮助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效率，为

企业和第三方客户提升企业管理效率，成为

在短时间内扩大企业规模的典型；英国的

DigitalGenius 科技公司则侧重技术和产品出

口，通过对电子邮件、聊天通信社交媒体等信

息渠道的人工智能服务提升企业服务客户的

质量和效率。

放眼未来，英国将继续以发展人工智能

作为支持科技发展的首要任务。2021年 1月

份，人工智能委员会向政府提供人工智能路

线图，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在 2030 年使英国

GDP 增长 10%，为政府发展人工智能提出包

括把握智能研究、开发和创新方面的战略

领导地位，促进数据和基础设施建设，推

动人工智能跨部门应用等 16 项建

议。2021 年 3月份，数字大臣奥利

弗道登宣布更新英国的人工智

能战略，新战略将侧重于广

泛应用人工智能促进经

济增长，促进人工智能

以负责任、安全和可

信赖的方式良

性发展。

英国全方位战略支持
本报记者 马翩宇

德国政府早在 2018年就推出了《德国人

工智能战略》，并将其作为德国人工智能领域

发展的重要政策框架。2020 年，德国政府根

据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对该战略进行修订，

通过加大投资、培养人才、强化研发等手段打

造德国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

总体上看，德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以下

几个主要目标：一是打造人工智能“德国制

造”品牌。二是发挥德国“工业 4.0”的领先优

势，加速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应用转化。

三是将德国建成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人才聚集

地。四是在人工智能领域贯彻“以人为本”的

发展思路。围绕核心目标，德国政府在研发、

财政、人才培养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是加强研发创新。根据人工智能战

略，德国政府将重点扩建已有的 6 个人工智

能研发中心，充分利用高校等研发资源，形成

以德国为中心、连接全球的人工智能创新研

发网络。此外，德国还积极支持推动欧盟范

围内的人工智能领域创新研发，并将推动打

造“人工智能，欧洲制造”的品牌，帮助欧盟确

立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德国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创立于 1988年，

可以称作德国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顶级核心

机构，该中心同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非营利

人工智能研究机构。中心负责人沃夫冈·瓦

尔斯特不仅是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还是“工

业 4.0”构想的发起人之一。该中心汇集了大

量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学者，还吸

引了谷歌、英特尔、微软、宝马、SAP等全球科

技企业成为该研究中心股东。

其次是注重科研成果转化。为了将人工智能领域的科研成果有效

转化为生产力，德国政府专门针对初创企业制定了名为 EXIST 的创业

扶持计划，希望通过该计划推动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德国

政府还通过“德国加速器”创业计划助力德国企业与全球领先的人工智

能创业中心建立联系，建立国际化的产业孵化模式。

医疗人工智能机器人“阿达”是德国人工智能领域应用的典型代

表。负责开发“阿达”的公司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医疗卫生领域，通

过整合 70多名医生、数学家、数据专家和计算机专家的知识数据，机器

人“阿达”可以在几分钟内根据输入的症状对患者病情进行分析，并通

过已学习到的医学知识，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分析评估病人的症状。目

前全球已经有超过1000万人正在使用“阿达”提供的医疗服务。

在资金方面，德国政府计划投入 50亿欧元用于加快人工智能领域

的研发创新和成果转化。德国联邦经济部长阿特迈尔表示，将利用这

笔资金推动德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和竞争能力。德国劳动与社会

保障部长海尔也表示，德国政府将为广大中小企业在相关领域提供免

费咨询和认证服务。

新冠肺炎疫情给医学、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带来的全方位冲击以及

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紧迫压力使人们对于人工智能技术有了更多

的期待与憧憬。而德国作为这些领域的先行者具有很多传统优势，将

相关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结合起来，会极大提

升德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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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就是新的石油资源”，

阿联酋人工智能部部长奥马尔·

本·苏尔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

强调人工智能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

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早在 2017

年，阿联酋政府便任命年仅27岁的奥马

尔·本·苏尔坦为阿联酋人工智能部部

长，这充分显示了阿联酋在发展人工智能

领域坚定的决心及强大的行动力。

阿联酋高度重视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2017 年阿联酋政府明确将发展人工智能列为

国家重点战略，并制定了详尽的阿联酋 2031 人

工智能战略，细致勾画了人工智能在阿联酋的发

展前景，其中包括培训政府、企事业单位人员使

用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安全、教育、市政等领

域大力推广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将阿联酋打造成

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孵化器；培养顶尖人工智能技

术人才等。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国家层面发布

的人工智能战略，阿联酋希望以此为基础逐步发

展成为中东地区乃至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

领军者。

2019 年 10 月份，世界首所人工智能专业院

校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人工智能大学（MB-

ZUAI）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正式宣布成立。

大学以阿布扎比王储名字命名，致力于通过培

养专业研究型人才使人工智能在政府、企

业中更广泛地运用发展。穆罕默德·

本·扎耶德人工智能大学的成立为

人工智能领域提供了新的学术

和研究模式，所开设的课程对标

全球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在

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

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核心领域设立理学硕士和博

士学位课程。2021年 1月份，穆罕默德·本·扎耶

德人工智能大学迎来了建校之后的第一批学生。

阿联酋政府还因地制宜，通过政策支持引

导丰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场景，加速新技术在

能源、教育、安全、商业等领域的落地与推广。为

支持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产业发展，阿联酋

主权基金穆巴达拉主导成立了科技生态中心

Hub71，阿布扎比政府斥资 5.35 亿迪拉姆（约合

1.47亿美元）用于支持人工智能等科技初创企业

落地阿联酋。

近 期 ， 阿 布 扎 比 国 家 石 油 公 司 （AD-

NOC） 与阿联酋 AI 及云计算公司 G42 联合成

立名为 AIQ 的人工智能公司，专门从事油气行

业人工智能产品和应用的开发及商业化推广。

目前，AIQ 已经开始在钻井性能、油藏建模、

腐蚀检测和产品质量方面广泛使用数据分析及

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阿联酋政府早在

2012 年便启动了“穆罕默德·本·拉希德智慧

学习”项目。当前，阿联酋政府计划建设一个

世界级的教育媒体中心，专门用于提供高质量

的数字教学内容。此外，通过使用 AI技术，阿

联酋在各个学校设置智能安全系统，推出“电

子安全学校”概念，向在校学生提供适于使用

的安全互联网。在交通领域，迪拜政府推出

“迪拜自主交通战略”，计划到 2030 年迪拜 25%

的交通系统将采用自动驾驶模式，将迪拜打造

成为全球领先的智慧交通中心。

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及应用被阿联酋视为

实现经济多元化、降低对油气行业依赖的重要驱

动力。据专家预计，到 2030年，人工智能对阿联

酋GDP的贡献将上升至14％，超过960亿美元。

数据是新的石油资源
本报驻阿布扎比记者 王俊鹏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虚火”逐渐褪去，

空炒概念、赶时髦的现象减少，不少人工智

能技术正积极与各行业进行深度融合，拓展

人工智能商业发展新空间。

凭借突出的应用驱动特征，新一代人工

智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热潮，在零售、金融、医疗、交

通运输、制造业以及农业等多个领域实现应

用落地，助推多个传统行业突破智能化技术

瓶颈，拓宽产业发展路子。

“科技梦”的落地也开辟出一片“新蓝

海”，人工智能在当前更加细分垂直的商业

场景中迎来新机遇。市场研究公司 Market-

sandMarkets 日前发布的报告预测，全球人工

智能市场规模呈高速增长之势，将从 2021年

的 58.3 亿美元增长到 2026 年的 309.6 亿美

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39.7%。

在产业变革和广阔市场的双重推动之

下，世界各国纷纷加入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争夺战”。截至 2020 年 12 月份，全球已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人工智能相关战略

或规划，从政策法规、研究资金、人才培养、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规范及促进本国人工

智能的发展。

不过，人工智能的“热”发展也需要一些

“冷”思考。

首先，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的，并不能解

决所有问题，但在当前应用场景复杂度逐渐

提高的情况下，无论是人工智能技术还是企

业自身都较难辨析哪些业务场景值得深度

合作。其次，人工智能做出智能决策需要海

量数据，但考虑到隐私等问题，当前数据收

集受到较大程度限制，并且细分业务场景也

对数据标注提出挑战。再次，科技突破往往

带来道德与安全的挑战，人工智能也不例

外，这就要求各国在竞争的同时也应协同配

合 ，共 同 构 建 人 工 智 能 商 业 应 用 的 全 球

规范。

总体来看，虽然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未

知仍大于已知，但相信在各国携手努力下，

人工智能“可知、可控、可用、可靠”的未来已

不遥远。

新技术需深度融合商业领域
杨啸林

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科技创新成为衡量国家发展实力的一个关键变量，也因此成

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而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代表，人工智能已经悄然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

环节，为治理、制造、生活等领域赋能，成为数字化转型浪潮中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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