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 19日，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
示范区工作办公室发布《北京市智能网联
汽车政策先行区无人化道路测试管理实
施细则》，正式开放“无人化”测试场景，分
多阶段有序开展自动驾驶“无人化”道路
测试。

图为无人驾驶测试车辆在北京市亦
庄一处测试路段行驶。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摄

北京启动自动驾驶
“无人化”道路测试

◎符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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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成就展上看门道

锁定重大产业方向，设立以头部企业为

依托的开放创新平台，让他们在国家人工智

能创新体系中发挥引领作用，是国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设立的关键诉求。

随着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建设的推进和不断扩容，我国人工智能技术

与行业场景走向深度融合，AI生态步入繁荣。

将头部企业放在创新
重要位置

就像科技部部长王志刚所言，科技创新

已经不再是科技人员小众的活动。

2017 年 11 月，科技部召开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暨重大科技项目启动会，首批国

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名单出炉，确定依

托百度、阿里云、腾讯、科大讯飞建设自动驾

驶、城市大脑、医疗影像、智能语音四家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激起了人工

智能圈儿不小的涟漪。

按照科技部 2019 年 8 月印发的《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工作指引》

给出的定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

平台是聚焦人工智能重点细分领域，充分发

挥行业领军企业、研究机构的引领示范作用，

有效整合技术资源、产业链资源和金融资源，

持续输出人工智能核心研发能力和服务能力

的重要创新载体。

以人工智能重大需求为牵引，促进行业

开放共享，助力中小微企业成长，成为我国人

工智能技术创新和产业生态发展的引领力

量，是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的重要使命。

如今，这支被称为“人工智能国家队”的

成员已逾十余家，依托单位涵盖多家人工智

能头部企业，覆盖自动驾驶、城市大脑、医疗

影像、智能语音、智能视觉、基础软硬件、智能

供应链、图像感知、视觉计算等多个领域。

打通从科研模型到应
用的高速通道

场景落地已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趋

势，将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成果深化于国家

各项经济社会领域中，有利于推动我国产业

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

腾讯医疗技术委员会主任、腾讯觅影总

经理钱天翼表示，随着我国医疗 AI 行业快速

发展，医疗影像 AI 已成为补足医学影像人才

缺口、提升医疗服务效率和诊断水平、提升我

国优质医疗资源可及性的破局关键。

钱天翼指出，通过构建共性技术开放平

台和产学研合作平台化降低产业门槛、建立

技术标准体系及共享基础资源库等行业支撑

体系、促进产业上下游合作，是破解当前医疗

AI领域产业起步成本高、产品研发不规范、医

疗 AI落地难三大卡脖子问题的有效手段。

百度副总裁、自动驾驶技术部总经理王

云鹏说：“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场景几乎

涵盖国计民生各领域。建设自动驾驶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打通从科研模

型到应用的高速通道，对实施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紧抓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汽车产业变革机遇意义重大。”

“国家队”相继晒出成绩单

8月19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医疗

器械批准证明文件（准产）待领取信息”公告，腾

讯医疗健康（深圳）有限公司“肺炎CT影像辅助

分诊及评估软件”获得进入市场“入场券”。

钱天翼介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腾

讯与武汉大学附属中南医院医学影像科徐海

波教授团队“火线协作”，启动“基于 CT 影像

的新冠肺炎 AI 辅助诊断”研发专项，在驰援

武汉雷神山医院、方舱医院等远程影像诊断

中，两个月检查了 2.4 万多位患者，有效缓解

了 CT检查的压力。

如同产业创新与场景落地的“连接器”，各国

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相继交出成绩单：医疗

影像平台已连通了全国17个省市的70家医疗AI

科研单位，腾讯觅影在医疗AI领域的种种技术突

破及业务流程向行业开放；自动驾驶平台依托百

度 Apollo 建设，已与 70 多家车企达成深度合

作，与300家车企建立了生态合作关系；以科大

讯飞为主要依托的智能语音平台已开放437项

AI能力及语音技术，累计支持超过 35亿终端，

链接超365万生态合作伙伴。

“十三五”期间促进企业开放创新已翻开

浓墨重彩的新篇章，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

创新平台将在“十四五”交上更亮眼的答卷。

技术与场景深度融合 谱就AI大时代繁荣生态图谱 近日，浙江省向社会公布 379 项免费

开放许可专利，企业无需缴纳任何费用就

能使用这些专利，使用期限在 1年到 5年不

等。此举是我国自去年修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专利法》后，在引入专利许可制度基础

上的一次加码创新。

有意向的企业无需
承担任何费用

2020年 10月，我国对专利法进行了第

四次修改，新增开放许可制度。专利权人

事先公开许可费，任何第三方只要通知专

利权人并且支付许可费，就可以非常方便

地获得许可。同时，作为对开放许可的激

励，该专利可以在年费上获得减免。而此

次，浙江省公布的 300余项开放许可专利，

进一步免去了许可费，有意向的企业无需

承担任何费用即可使用到专利。

浙江理工大学产业技术中心主任杨晓

刚表示，浙江省率先提出专利免费开放许

可，对于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意义重大，一

方面可以大幅降低许可谈判的难度，减少

专利转化应用的成本，促进众多中小微企

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进一步促进高校

科研成果赋能产业，更好地实现高校服务

社会的职能。

此前，一项专利从“纸间”转化为具有

价值的产品并不容易。实践中，绝大多数

专利研发人员并不直接接触市场，也没有

专利运营能力，手中专利长期处于“沉睡”

状态；而忙于市场的企业通常并不掌握目

前有哪些新技术和专利可用于生产。专利

供需双方信息不透明、议价成本高导致许

多专利技术长时间不能实现价值转化。

高校和中小企业双受益

据了解，这批对外公布的“免费专利”来

自浙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等14所高校和科

研院所，涉及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

多个高新技术领域。目前，通过大数据平台

统计，已匹配6000余家企业，预计上述专利

项目可惠及潜在意向企业上万家。

受访专家表示，免费开放专利许可是

一项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的举措。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专利转化率偏

低。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0 年中

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2020 年我国有效

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 34.7%，其中企业为

44.9%，科研单位为 11.3%，高校仅为 3.8%。

厦门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院长林秀芹介

绍，研究人员一般不擅长推销技术，因为种种

原因，投入大量研发经费研发的专利缺少在

市场上落地转化的渠道，许多专利长期被“束

之高阁”，未能发挥价值和作用。高校向企业

免费开放专利许可有效促进了专利的应用转

化，同时也使不具备议价能力和自主研发能

力的中小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杨晓刚介绍，此次浙江理工大学提供

的 50件专利均为发明专利，领域不仅涉及

纺织、机械等学校优势特色学科，也包含

“互联网+”、生命健康和新材料等浙江省

三大科创高地。如：“一种基于高光谱成像

的纺织品成分鉴别方法”可用于快速、无损

地鉴别分析纺织品中原料成分，并且定量

的分析各成分在该织物上所占的比例，从

而为纺织中小微企业在原料检测、产品研

发等方面提供帮助。

开辟产学研结合新途径

“充分发挥市场化作用，让企业便捷使

用专利，将国家投入大量经费产出的专利

变成产品，开辟了高校专利转化的有效途

径。”林秀芹认为，专利许可免费开放后，企

业与高校可后续合作激励政策也应跟上，

例如聘请科研人员作为技术顾问，开展指

导工作，从而促进产学研深度结合，“长远

来看，通过高校和企业产学研的紧密联系，

可能激发更多科研创新思路，许多技术潜

力也有望被发掘”。

专家学者表示，我国引入专利开放许

可制度的初衷是以开放使用降低交易成

本，以专利许可推动价值实现。而引入制

度仅仅是开始，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好专利

开放许可制度，提升专利落地转化质量，激

活创新创造活力，仍是我国知识产权发展

的重要命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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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浙江省先行先试专利开放许可

制度，并进一步免除专利许可使用费，开放

高校及科研院所 300 余项专利供企业免费

使用。这一利好措施大幅降低了专利许可

谈判难度和专利转化应用成本，惠及高校

及广大中小企业，受到普遍欢迎。此举作

为我国引入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后的一次创

新，值得肯定。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科技的发展与

其背后的专利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国际

专利申请量数量多年保持世界第一，但与

此同时，我国专利转化率不高，特别是科研

院所专利落地转化率偏低的情况一直存

在。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0 年中

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有效发

明 专 利 产 业 化 率 为 34.7% ，其 中 企 业 为

44.9%，科研单位为 11.3%，高校仅为 3.8%。

显然，有相当一部分专利还停留在实验室、

用在书本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化和应用，

专利转化质量和数量均未达到预期。

专利转化率低受到诸多现实条件限

制，例如科研考核偏颇造成转化动力薄弱、

专利授权许可较难取得而造成供需双方信

息不透明、缺乏科技成果转化专门机构造

成产学研协同发展困难……促进专利转化

和运用，可以充分发挥专利无形资产的作

用，实现专利市场价值，为实体经济创新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这也是当前我国发展的

迫切之需。因此要突破这些限制，需要我

们有不破不立的勇气，在探索如何让专利

变成生产力的方向上多做文章。

专利是创新的一大“指挥棒”,也是创

新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但若专利不能转化

成现实生产力，对企业发展、社会效益的提

升起不到积极促进作用，这样的专利就很

难与创新结合起来。当前，已有多地、多部

门为降低专利交易成本、提高专利转化效

率做出大胆尝试和创新，取得一定的效果，

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和鼓励。

创新可以失败但不能浪费。引导和鼓

励更多的专利变成现实生产力和市场竞争

力，让专利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和民众生

活，才是科技创新的应有之意。

免费开放许可 让更多专利变成生产力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20日电（记者马爱
平）目前，秋收已进入尾声，各地正在紧张有序

地开展秋冬种。“全年粮食产量将再创历史新

高，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秋粮增产

已成定局，秋粮面积稳中有增，目前收获已近八

成，近期的连阴雨对产量影响总体有限。”10月

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

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表示。

今年极端天气多发，近期北方地区降雨

比较频繁，这是否会对秋收有影响？对此，农

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表示，从

各地实打实收和农情调度情况看，河南、山

西、陕西因严重洪涝和干旱，秋粮确实是减产

了。但其他主产区秋粮多数是增产的，特别

是东北四省区增得比较多，全国有减有增，增

得比减得多，算总账，全国秋粮是增的。

潘文博分析，我国粮食分夏粮、早稻和秋

粮三季，夏粮、早稻这两季已经丰收到手，合

计增产了 74亿斤，加上秋粮也是增产的，全年

粮食丰收已成定局，可实现年初确定的粮食

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的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预期目标。

极端天气对我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市

场平稳运行是否有影响？农业农村部市场与

信息化司司长唐珂指出，从调度情况看，今年

粮食价格总体保持基本稳定。

“在自然灾害多发、国际粮价大幅波动的

情况下，我国粮食市场运行能保持基本平稳，

关键还是供需基本面牢固。看当前我国粮食

供需和市场总体形势，应该把握三大特点：一

是粮食生产形势好。二是储备调控能力强。

三是市场各方预期稳。”唐珂表示。

农业农村部：今年粮食产量将再创历史新高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20日电 （记者代小
佩）“‘十四五’时期，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

部门在卫生健康领域重点做两件大事，一个

是建设国家医学中心，一个是建设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10 月 20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

司司长欧晓理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欧晓理称，针对“北上广”医疗水平与世界

一流还有差距的问题，将做好揭榜挂帅、择优选

拔，支持建设若干个综合类、专科类、中医类国

家医学中心，以临床医院为牵引，调动聚合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研发型企业和地方政府等方面

力量，围绕关系人民健康的全局性、长期性问

题，集中力量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临床医学

研究和成果转化走在前列，加快解决一批药品、

医疗设备、疫苗、医学数据等领域“卡脖子”问

题，努力打造卫生健康领域的“国之重器”。

同时，针对省会城市医疗水平与“北上广”

差距大的问题，围绕“大病重病不出省”的目标

任务，通过支持高水平医院到各省建设分院、

分中心并实现同质化的方式，深入推进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今年在现有8个试点省份的

基础上，扩增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12个中

西部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力争每个地区

年内至少启动一个项目。同时，在原有30家高

水平输出医院的基础上，再增加 31 家输出医

院，提高优质医疗资源输出能力。到2022年完

成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国范围的规划布局，

“十四五”末基本完成建设任务，推动群众危急

重症、疑难病症基本在省域内得到解决。

此外，针对地市医疗水平与省会城市差

距大的问题，聚焦“常见病多发病在市县解

决”的任务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支持引导省

会城市和超（特）大城市中心城区优质医疗资

源，按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模式，向医

疗资源相对薄弱的地市输出，以省为单位网

格化建设 120个左右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国家发改委：力推两件事缓解“看病难”

（上接第一版）
此外，研究团队还在曲靖面店水库附

近西山村组深灰色粉砂岩中采集到两块新

的漫游憨鱼化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发现的新材

料，首次为我们揭开了漫游憨鱼头甲腹面

的秘密。”盖志琨强调。

研究发现，漫游憨鱼头甲向腹面弯曲

形成腹环，腹环中央包围了一个梨形的口

鳃窗，口鳃窗被一块很大的外骨骼腹甲覆

盖，在腹甲和腹环之间，清楚地保存了 6对

线性连续排列的鳃孔，鳃孔很大，呈圆形，

是漫游憨鱼鳃囊通向外界的重要开孔。

现生的七鳃鳗、盲鳗和大多数有颌鱼

类的外鳃孔，都是分布在身体两侧，已灭绝

的星甲鱼类、缺甲鱼类、花鳞鱼类、异甲鱼

类等也是如此。而以漫游憨鱼为代表的盔

甲鱼类则和骨甲鱼类一样，它们的鳃孔则

位于头甲的腹面。盖志琨说，盔甲鱼类腹

位的鳃孔跟现生魔鬼鱼非常相似。

魔鬼鱼，又称蝠鲼，在分类上属于软骨鱼

亚纲鳐总目，而鳐总目的鳃孔均位于头的腹

面。它们多潜伏于具有泥沙底质的平坦海底，

以捕食小型鱼类与甲壳类为生，为了适应这种

底栖生活，它们的胸鳍扩张，直至与躯干愈合，

逐渐演化为身体极度扁平的扇形或圆形，这又

跟盔甲鱼类扁平的头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研究人员推断，漫游憨鱼可能同

样漫游于具泥沙质基底的平坦海底，在安

静滨海环境中，以滤食海底有机碎屑为生。

时隔30年 云南曲靖再现4.2亿年前最大真盔甲鱼类

（上接第一版）
三峡坝区秭归港码头，“绿色岸电”让这里

告别柴油机轰鸣、泊船油烟四散的景象；九江沿

长江岸线，近年关停矿山340多家，临江1公里

范围内小化工企业全部关停退出；岳阳临湘市

江南镇长江村，万亩沙洲恢复为天然湿地，发展

生态旅游产业；南京浦口“十里造船带”，蝶变滨

江生态风光带……

一系列制度设计，构筑协同共抓大保护良

性格局——

建立负面清单管理体系；实现断面水质统

一监测、统一发布、按月评价、按季预警；相关省

份加快建立省际和省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上

中下游分别建立区域性协商合作机制；长江保

护法正式实施，依法治江进入新阶段……

5年多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转

折性变化，中华民族母亲河生机盎然。

如今，长江干流沿线城市、县城集中式污

水垃圾处理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长江干流

沿线码头实现船舶垃圾设施全覆盖；沿江一

公里范围内落后化工产能已基本淘汰……今

年 上 半 年 ，长 江 经 济 带 优 良 水 质 比 例 为

88.2%，同比上升 2.1 个百分点，优于全国平均

水平 6.5个百分点。

人江相亲，城水相依。山水人城和谐相融

的长江经济带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

金秋的重庆果园港，塔吊林立，货轮穿梭，

铁轨交错，车流滚滚。

2016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寄语果园港区

的建设者、管理者以一流的设施、一流的技术、

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服务，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服

务好，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好，为深入推进西

部大开发服务好。

南来北往，西进东出，四通八达。果园港已

成为长江上游地区联通全球的“中转站”。“以长

江为主动脉，不同的物流通道，在这里实现‘自

由组合’。”果园港国际物流枢纽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刘军说。

“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

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

科学的黄金经济带”。习近平总书记为长江经

济带发展勾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

今年8月1日，武汉阳逻国际港水铁联运二

期项目开港运营，水运与铁路运输在此实现无

缝对接，未来可形成年100万标箱吞吐量、50万

标箱水铁联运量，成为长江最大水铁联运基地，

进一步打通东北亚、东亚、东南亚经武汉至欧洲

的国际物流贸易新通道。

三峡升船机自 2016年 9月试通航 5年间，

安全稳定运行2.2万余厢次，通过船舶1.46万余

艘次，运送货物681.86万余吨、旅客46.72万余

人次，客运量、货运量、通过船舶艘次数呈稳步

上升趋势。

越三峡，过江陵，纳百川。千年“黄金水

道”，激荡澎湃，有效连接起沿江省市和全国

乃至全球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汇入世界经

济大潮。

在长江入海口北翼，通州湾 20 万吨级深

水大港呼之欲出，将成为继上海洋山港、宁波

舟山港之后我国又一江海联运新通道。“十四

五”期间，江苏将加快建设水陆空立体式双循

环战略通道，探索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有效路径。

江海联动，陆海呼应；纲举目张，经脉循行。

“要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在全国发展大

局中明确自我发展定位，探索有利于推进畅

通国内大循环的有效途径。”2020 年 11 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

会上强调。

长三角一体化“龙头”腾飞，长江中游城市群

“龙身”支撑，成渝双城经济圈“龙尾”舞动……沿

江省市联动发展，正加快长江经济带上的“一带

一路”战略支点建设，推进畅通国内大循环，构筑

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

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可卷曲的玻璃、薄如蝉翼的玻璃……走进

位于安徽蚌埠的浮法玻璃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仿佛打开一本玻璃百科全书。瞄准国家战

略需求和绿色低碳目标，这里陆续攻克前沿技

术，并快速走向市场。

“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强改革创新、战略统

筹、规划引导”“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针对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座谈会上的一系列要求和部署，始终凸显着

“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要求。

大江奔流，巨龙起舞。长江经济带省市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精彩纷呈。

深耕新“赛道”，江西南昌的 VR产业从无

到有、由弱到强，一批行业头部企业落子布局；

上海崇明、湖北武汉、重庆广阳岛、江西九江、湖

南岳阳深入推动绿色发展示范；浙江丽水、江西

抚州积极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探

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

2020年11月14日，南京。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我国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

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成为长

江经济带新的历史使命。

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推动产业基础

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生机勃勃的长江经

济带，在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进

一步显现。今年上半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地

区生产总值 24.88万亿元，同比上升 14%，经济

总量占全国的46.9%。

日益优化的长江生态，也在回馈保护它的

人们。重庆广阳岛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着人

才、资金、技术加速聚集，科大讯飞等企业纷至

沓来，其所在的重庆南岸区正崛起为智能产业

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绿色发展的底

色铺好，才会有今后发展的高歌猛进。”“我们要

清醒看到，当前取得的成效只是初步的、阶段性

的，尚未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长江源远流长，发展任重道远。从巴山蜀

水到江南水乡，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保持历史

耐心和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

茬干，定能让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

（参与记者赵宇飞 侯文坤 郭杰文 魏一
骏 周楠 程士华）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