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4

新闻热线：010—58884108
E-mail：liangyx@stdaily.com

■责编 马树怀 2020 年 9 月 25 日 星期五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 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总编室：58884048 58884050（传真） 策划运营中心：58884126 广告许可证：018号 本报激光照排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33.00元 零售：每份 2.00元

在 HUAWEI CONNECT 2020 期间，华为发布了

智能体，这是业界针对政企智能升级提出的系统化参

考架构。客户和伙伴可以基于智能体打造自己的智能

方案，使能千行百业智能升级，共建全场景智慧。智能

体是政企智能升级参考架构，以云为基础，以 AI 为核

心，通过云网边端协同，构建开放、立体感知、全域协

同、精确判断和持续进化的智能系统，为城市治理、企

业生产、居民生活带来全场景智慧体验。

在本次会议上，深圳市与华为发布共建鹏城智能

体，通过打造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城市级一体化智能协

同体系，让城市能感知、会思考、可进化、有温度，引领未

来深圳智慧城市建设，将深圳智慧化水平推向更高阶。

各行各业在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升级过程中会遇到

终端种类繁多、联接需求多样、IT新旧应用并存和 AI人

才缺乏等挑战。随着联接、云、AI、计算与行业应用的

融合创新，让这些挑战得以迎刃而解。华为云与计算

BG 总裁侯金龙发表了主题为“打造行业智能体，共建

全场景智慧”的演讲，他表示：“产业界正处于从政企上

云向政企智能升级、从单场景 AI 创新向全场景智慧的

转变过程。智能体深度融合‘5机’，是云网边端协同的

一体化智能系统，能感知、会思考、可执行、能进化。我

们将携手广大伙伴通过智能体加速政企智能升级，做

大蛋糕，一起发展软件和服务产业，开拓边缘计算产业

新蓝海。”

4层架构：智能交互、智能联
接、智能中枢、智慧应用

作为智能升级参考架构，本次正式发布的智能体

由智能交互、智能联接、智能中枢、智慧应用 4 层组成，

有机构成云、网、边、端协同的一体化智能系统。

智能交互：智 能 交 互 是 智 能 体 的“ 五 官 ”和“ 手

脚”。它联通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让软件、数据和 AI

算法在云、边、端自由流动。通过边云协同操作系统

IEF，智能交互让智能体可感知，能执行。IEF 可以对接

各种操作系统，例如鸿蒙，让鸿蒙生态也可以方便的接

入华为云。

智能联接：智能联接是智能体的“躯干”，联接智能

中枢和智能交互。它实现无缝覆盖，万物互联以及应

用协同、数据协同与组织协同。

智能中枢：智能中枢是智能体的“大脑”和决策系

统。基于云基础设施，赋能应用、使能数据、普惠 AI，

支撑全场景智慧应用。混合云是构建智能升级的理

想底座，而 AI 技术通过沉淀行业知识，可加速主业务

流程创新。

智慧应用：智慧应用是智能体的价值体现。通过

与客户、伙伴的协同创新，加速 ICT 技术与行业知识的

深度融合，重构体验、优化流程、使能创新。

打造智能体的三大关键点：
混合云底座、AI使能和开放生态

侯金龙介绍了如何建设智能体。华为认为，混合

云底座、AI 使能和开放生态是打造智能体的三大关键

点，云和 AI也是智能体智能中枢的核心技术：

混合云底座：行业智能升级，很多客户都希望既能

拥有丰富的高阶服务，又能支持在本地部署并满足企

业运营运维的习惯，确保数据安全合规，但传统私有云

和纯公有云方案都不能完全满足需求。混合云能真正

满足政企需求，可构筑智能升级的理想底座。华为云

混合云方案同步公有云能力，可本地化部署，从资源混

合到能力融合，匹配政企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实现用

户视角一朵云。

AI使能：AI使能是智能体的核心，华为云让 AI应用

开发更容易。要让AI技术真正落地，深入各行各业发挥

高价值，关键是AI与行业知识的深度融合。华为云发布

了基于AI开发平台ModelArts打造的全生命周期知识计

算解决方案，赋能企业打造知识计算平台，通过一系列

AI技术进行知识的抽取、表达、协同计算，进而产生更为

精准的模型、方法再赋能给机器和人，实现 AI与行业知

识高效结合，推动AI进入企业核心业务系统。

开放生态：要通过智能体实现全场景智慧的目标，

共生、共创、共享的繁荣生态是关键。千行百业智能化

升级，使得软件走向 SaaS 化和服务化。华为云定位为

中立的云服务提供商，致力于把华为云打造成为最好

的 SaaS服务开发和运营平台，助力合作伙伴商业成功，

重塑可持续发展的软件与服务产业。

深圳市与华为发布共建鹏城
智能体，智能体已在千行百业实
践与探索

智能升级决定企业未来核心竞争力，千行百业正

在加速智能升级。

在会上，深圳市与华为宣布共同启动鹏城智能体建

设。鹏城智能体将以“数据”为基础，融合5G、云计算、物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

“数基、数网、数纽、数脑、数体”系列工程，打造数据驱动

的、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城市级一体化智能协同体系，把

深圳建设成“数字中国”城市典范。未来，深圳市将携手

华为等一大批科技企业，将深圳打造成数字经济样板城

市，让全市人民充分享受城市智慧化建设带来的成果，共

创未来智慧社会、共享未来美好生活。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数字化部总经理郭永

锋表示，中国一汽把数字化转型作为集团转型升级的

核心支撑。通过应用华为云知识计算解决方案，实现

从过去的“人找知识”，变为现在的“知识找人”，助力员

工快速成长为领域专家，推动集团的知识化转型。

截至目前，华为携手伙伴已经在超过 600个项目中

探索和实践智能体，其智能体已广泛应用于公共事业、

交通、工业、能源、金融、科研等行业。AI技术已经进入

华为的 11大主业务流程，200个场景应用，包括研发、制

造、销售、供应等。针对海量、重复、复杂的场景，华为

还创造了 8000名数字员工。

（数据来源：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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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李正风 24

日分享了一项新近的调研成果。在询问科学

家是否担心因为争议话题的科学传播而被公

众辱骂时，科学家对此担心程度的平均分为

2.7 分（完全不担心为 1 分，完全担心为 5 分）。

“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科学家担心被辱骂。”

面对争议性科学话题，要不要发声，怎么

发声？24 日，由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中国科

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和北京果壳互动科技传媒

有限公司等 5家单位联合发布的《科普伦理倡

议书》，给出了建议。

倡议书指出，科普工作应理性面对科学技

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争议，公正对待不同

的科技观点。全面客观地传播科技信息，使公

众不仅了解到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巨大效益，

也了解到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推广成本和潜

在风险，以及可能的利益冲突。

“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高质量发展，既

需要探索求真的强大原动力，也需要恪守科技

伦理底线，确保科技向善。”中国自然科学博物

馆学会理事长程东红在发言时指出，科普伦理

是时代对科普工作者的召唤，也是未来科普工

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是我国首份《科普伦理倡议书》。它面

向全国广大科普工作者，分别从“坚持科技向

善的价值导向，秉承公平普惠的科普理念”“坚

持平等友善的态度，尊重生命尊严”“坚持科学

性原则，鼓励科普原创”“坚持开放发展的视

野，增进国际交流”等 4个方面发出倡议。

科技伦理人们并不陌生，科普伦理却少有

人提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理事长周忠和认为，科普伦理可以看作科技伦

理的延伸，它同样是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科普工作者要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将

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传递给公众。”

李正风指出，从政策概念来看，科普，其实

就是让公众接受与运用科学知识、理解科学的

活动。不过，科普工作中出现的一项新挑战是，

我们常常面对的并非“成熟的科学”，而是“行动

中的科学”。有时，实验尚未完成，数据没有发

表；有时，即使研究成果已经发表，也有可能在

日后被推翻。科学成果本身就具有争议性，对

于科学成果可能产生的影响，学界也并无定论。

科研中的伦理问题及其争议延伸到传播

普及阶段，如何看待不确定性和可能的风险，

如何理性看待科研过程中的争论？《科普伦理

倡议书》对这些问题，予以了关注。“倡议书的

发布，是我们科普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也

是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李

正风强调。

程东红透露，起初，他们计划起草发布的

是《科普伦理宣言》，但考虑到“宣言”需要有更

加坚实深入的研究作为支撑，需要包容科普工

作细分领域更加广泛的多样性，而目前的认识

和能力尚不足以担当起草“宣言”的基础，但提

出科普伦理这个问题却非常迫切，因此最终商

定把目前对科普伦理问题的认识和考虑以“倡

议书”的形式发布。

程东红希望，各领域的科普工作者能够积

极响应关于科普伦理的倡议，认真思考各自领

域的特征和科普实践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

本领域的科普伦理准则。她期待，在更加成熟

的时机，这些细则能够成为国家科技伦理体系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形成整个科普界共同的

伦理规范，推动中国科普事业向更高质量发展。

（科技日报常州9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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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在碧罗雪山与高黎贡山之间，怒江两

岸山高谷幽，危崖耸立。

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属全国深度贫困

“三区三州”之一，全州4个县市均为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和滇西边境山区片区县。

2014 年以来，怒江州精准识别 6.94 万户

26.78万贫困人口，深度贫困村达 218个，是全

国脱贫攻坚的“上甘岭”。

党的十八大以来，怒江人始终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嘱托，围绕“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坚持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凝心聚力，尽锐出战，谱写

出一篇扶贫攻坚的群英赞歌。

卷起袖子，院士专家扎进大山

“李博士卷起袖子，教我们细节管理、修枝

打杈。你别说，听他的，果树越剪越肯发！”果园

里，泸水市老窝镇老窝村七组果农曾桂明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

“李博士带着干，我们村的沃柑由最初的

30 亩，扩到了 344 亩，连石头缝里都长势好，

一年苗已挂果。我们还成立了泸水橘橼扶贫

专业合作社！”指点着山里的变化，老窝村党

总支书记、众合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左雪

锋很兴奋。

大伙儿说的李博士，是云南省委下派怒江

州帮助脱贫攻坚工作队员、云南省农科院热带

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副所长李进学。“刚来我

就发现原有的种植技术和品种相对落后，果子

品质差、产量低，改建高品质果园是首要任务。”

李进学主动牵线搭桥，帮村里引入知名电

商“拼多多”，无偿资助225万元，建设“多多橘

橼”扶贫兴农示范项目。去年5月，橘园种下了

第一株脱毒果苗。

偏僻贫瘠的老窝村，以云南省农科院、中

国工程院邓秀新院士团队为科技支撑的平台，

联合国家现代柑橘产业技术体系及相关专家

团队，只为种出高品质沃柑。

一批批院士专家不远千里来问诊把脉。

通过墒情检测、病害预防等技术融合，进入盛果

期后，每株单产可达50公斤；保守预估，果农每

亩地年收6000元以上纯利。

入秋，橘园套种的150亩特色药食兼用菊

已当年见效。“两年全面初挂果，三年有产量，四

年进入丰产，老窝村未来可期！”李进学说。

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

在一大批科技人员的汗水中，目前怒江

州实现贫困群众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

贫门路。仅珠海市就选派 300余名干部和技

术人员，远赴怒江。全州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从 2012 年的 2773 元提升到 2019

年的 7062元。

倾心帮扶，央企国企慷慨担当

木尼玛，一座以傈僳族语命名的大桥，正

以漂亮的弧线，跨越怒江天堑。桥一头是G219

国道，另一头是福贡县城1.3万余人的移民搬迁

安置点。

“年底大桥建成后，将形成环路，便利3万

人日常通行！”福贡县委书记杨永铸说。

“大桥由港珠澳大桥设计团队设计，可以

说是国内顶级团队的最新成果。”中交集团扶贫

干部，福贡县委常委、副县长李常智自豪地说。

此外，中交集团还援建了中交怒江连心

桥，两桥总造价超过 2.5亿元。付出真金白银

的，不止在交通上。在怒江州另一个未摘帽

县——兰坪县，最好的学校也是这个央企捐

建的。

“随着易地扶贫搬迁的推进，兰坪城区总

人口达到8万多人，现有的教育资源已难满足

需要。中交集团真情投资2.16亿元援建新校，

还配备了超强的师资，破解了难题！”中交兰坪

新时代希望学校校长杨光泽告诉记者。

“我都没上过这么好的学校！”中交怒江扶

贫开发公司董事长李永感叹道，“扶志与扶智，

同时催生帮扶群众的内生动力，我觉得非常有

意义！”三年来，中交集团累计投入帮扶资金5.6

亿余元，还投身草果深加工、火龙果种植、冷链

储藏库、危房改造等项目和消费扶贫中，以点带

面，倾心精准脱贫。

据悉，2016 年以来，中央财政累计向怒

江投入扶贫资金 188亿元。承担东西部扶贫

协作的广东省珠海市也倾囊相助，三峡集团、

大唐集团等国企也从资金、技术、人才全方位

给予帮扶。

外帮内壮，内生动力源源迸发

行走怒江畔，处处都有脱贫攻坚的人物和

事迹。

在草果核心产区福贡县，云南能投集团创

新脱贫攻坚合作模式，投资1.04亿元建成怒江

大峡谷农副产品加工交易中心，撑草果加工销

售，助农村增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前，全

州草果种植面积已达111万亩，2019年产值达

12.15亿元，16.5万人受益。

在兰坪县，依托通甸镇的气候优势和自身

“技术+市场”优势，陕西海升果业公司与当地

携手打造5000亩车厘子、蓝莓、草莓乡村振兴

现代农业产业园，周边1245名农民转身变为产

业工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462人。

在泸水市鲁掌镇三河村，驻村科技干部张

朝江“无中生有”，领着村民搞观鸟产业，建起

15个观鸟点和9家“鸟家乐”；致富带头人袁开

强领头搞特色种养殖，办旅游专业合作社，打造

了一批以“田园”“生态”“乡愁”等为主题的特色

民宿。

企业在行动，干部在示范，催生了当地少

数民族群众发展的内生动力：拄着单拐的傈僳

汉子此路恒，靠传统编织和民族服饰加工，2019

年带领218户412人脱贫；云南省“哦得得”怒族

民歌非遗传承人郁伍林，带动福贡县老姆登村

15个怒族家庭经营客栈，把高山云雾茶等土特

产卖到大山外……

到2019年末，怒江州累计脱贫22.35万人，

独龙族、普米族实现整族脱贫，169个贫困村出

列，贡山县脱贫摘帽。截至今年6月底，贫困地

区“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全面消除，剩余

4.43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80个贫困村、3个贫

困县达到脱贫退出标准，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

攻坚战态势已定。

（科技日报昆明9月24日电）

云南怒江：传颂一曲曲科教扶贫赞歌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督战未摘帽贫困县

本报记者 赵汉斌 张 琦 刘园园

科技日报讯（记者雍黎）近日，重庆市科

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2019 年度重庆市科学

技术奖正式揭晓。重庆大学周绪红院士、中

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卞

修武院士获科技突出贡献奖，142 项成果获

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6 家

企业获企业技术创新奖，1 名外籍科技专家

获国际科技合作奖。

“此次科学技术奖体现重庆在基础研究能

力增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不断拓展，重点产业

科技支撑能力突出的特点。”重庆市科技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基础研究能力增强上，如自然科学

奖一等奖获奖成果“器官发育与再生中的细胞

新功能与新机制”首次发现胚胎脑血管内皮细

胞的造血新功能，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提高了

我国发育生物学研究的国际地位。

在科技创新协同发展上，自然科学奖、技

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的获奖成果中，体现了

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76 项成果

由 不 同 性 质 的 单 位 合 作 完 成 ，占 比 达 到

53.52%。49 项成果由企业牵头完成，占比达

到 34.51%。60 项成果由市内外单位合作完

成，占比达到 42.3%，特别是与四川省合作完

成 19 项成果，占比 31.67%，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协同创新更为紧密。

在重点产业科技支撑能力上，技术发明

奖和科技进步奖获奖成果突出技术创新和成

果应用转化。104 项获奖成果聚焦大数据智

能化、装备制造、材料工业、生物医药等重点

领域，占比达到 73.2%。如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获奖成果“高效安全海上风电机组关键技

术及产业化”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5

兆瓦级海上风电机组，其一体化设计、智能控

制等关键技术国际领先，近 3 年销售收入达

13 亿元、销售订单达 82 亿元，培育了重庆市

风电产业链。

2019年度重庆市科学技术奖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