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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在上海黄浦江畔，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召开。如今，人工智能已
成为上海重点布局的三大产业之一。“以会聚能、以智提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给上海带来了什么？今年疫情之下，大会如期举行，从企业来看，传递出怎样的
信号？作为一个个市场主体，对上海人工智能高地建设又有怎样期许？带着这些
问题，记者采访了多家上海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当家人。

企业家们纷纷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作为全球人工智能界发声的第一平
台，为上海带来了更加集中的研发资源、更富竞争性的创新能力、更顶层的政策
扶持力度、更包容的生态圈环境。今年的大会释放出更强烈信号：在危机中育新
机。虽然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各国经济发展，但智能科技产业却迎来新的
发展机遇，传统产业也借势求转变，积极融入数字化、智能化。可以说，疫情倒逼

着各行各业作出变革抉择，而智能化的融入不仅提高了传统产业的效率，更让许
多产业优势潜力得以显现。

尤其是，上海提出打造人工智能的创新策源、应用示范、制度供给和人才集聚
四大高地，推动和加速了人工智能各环节要素在上海的集聚，上海也正以更丰富
创新探索激活人工智能，为世界人工智能发展贡献上海智慧、上海经验。

人工智能开启机器人进入服务行业转型的快车道

真正实现机器向机器人“进化”

在新松机器人董事长曲道奎看来，人工智能技术
正在推动中国进入一个“智能+”时代，机器人恰恰是
智能+的巨大应用平台， 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载体
和应用领域，是智能制造的重要工具。

近年来， 随着工业 4.0标准的不断推进和人工智
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机器人产业迎
来新一轮浪潮，正逐步向系统化、模块化、智能化方向

发展。曲道奎表示，对机器人行业来说，要把握发展机
遇， 加快推进机器人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跨界融
合，加速机器人产品智能化进程，真正实现由机器向
机器人的进化与发展。

人工智能也开启了一条机器人进入服务行业转
型的快车道。

曲道奎说，近几年随着用工资源的紧张和智能技
术的成熟， 许多服务行业场景开始调整人员结构，使
用机器人提升生产效率。就协作机器人而言，结合混
合现实技术（AR）的协作机器人将开创全新的机器人
应用场景，操作人员可以在 AR眼镜上得到机器人的
运行状态数据，并对机器人进行操控，增加了机器人
的使用友好度，降低了机器人操作门槛，更容易进入
一些对机器人并不熟悉的服务行业。

同时， 人工智能渐渐从探索阶段进入到应用阶
段，行业龙头企业能够打造机器学习平台，积累海量
的行业数据，将不确定变为确定，从而提升行业决策
效率。

就像凤凰需要梧桐树，人才因为有吸引力的企业而来

高地，一定要有改变世界的企业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千行百业都在用自己的
方式为抗击疫情做贡献。为加速新药疫苗研发提供
免费 AI 算力，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上线 AI 诊断技
术，推出智能疫情防控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技术
在抗击疫情的各个环节表现抢眼。

位于上海嘉定的认知智能代表性公司小 i机器
人便是其中一员。疫情发生后，小 i机器人研究了当

时防疫会遇到的问题后，大年初四便紧急集结公司资
源， 向社会无偿开启四项公益服务：“防疫问答机器
人”“防疫外呼机器人”“疫情数据分析”“疫情查询 i

啥啥”。

小 i机器人董事长兼 CEO袁辉表示，“通过将这
些公益服务无偿开放，希望能帮助一线的抗疫工作人
员节省宝贵的人力，去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标准性
和重复性高的一些工作， 完全可以交给机器人去做，

这也是人工智能存在的价值之一，我们希望用科技的
力量、AI的力量助力这场全民防疫攻坚战。”

作为上海最早的人工智能企业之一， 小 i机器人
见证了上海人工智能的每一次进阶。

在袁辉看来，高地的形成需要的要素很多，对于
上海而言，资本是一大优势，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诸多
资本愿意支持和投资 AI企业。而在人才方面，他认为
就像凤凰需要梧桐树， 人才因为有吸引力的企业而
来， 什么样的企业就吸引什么样的人才。 袁辉说，高
地，一定要有改变世界的企业。

如果能吸引顶级人才扎根上海，AI产业发展就更加蓬勃

搭建汇聚全球人才的“朋友圈”

在氪信科技创始人朱明杰看来，上海有成熟的
产业， 对配置人工智能技术来促成产业升级有很大
需求；同时，上海作为金融中心，有足够的金融场景
供人工智能去落地运用，对技术创新需求也非常迫
切。“氪信成为第一个把机器学习技术大规模应用
到金融场景的人工智能公司， 上海给了 AI创新很
多实践落地的机会。”

对于上海提出的人工智能高地目标，朱明杰认为，

上海拥有世界一流的学府和科研机构，大量 AI头部企
业的汇聚起到了规模效应和示范作用， 其极具市场竞
争力的待遇和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也吸纳了更多人才
汇入这座城市。由氪信科技等发起成立的 AI青年科学
家联盟·梧桐汇就是在上海良好的营商环境、政策导向
中成立的。“这是一个汇聚全球人才的‘朋友圈’，大家
互相碰撞启发，吸收创意。如果能吸引这些 AI顶级人
才扎根上海，AI的产业发展就可以更加蓬勃。”

这次疫情给不少企业带来不小的挑战，会不会让
刚刚点燃的人工智能之火熄灭？

朱明杰乐观地认为，因为疫情倒逼各行各业的管
理者去思考数据化的智能决策能力的重要性和对 AI

的需求，所以将更快迎来人工智能新基建时代。尤其
是“新基建”点名重点关注人工智能行业的建设，给行
业带来了政策等方面的扶持， 也催生出新的需求，是
人工智能企业在危机中的机会，未来十年也是建设人
工智能的黄金十年。

如果能够帮助它们进入下一代信息化、智能化转型，前景非常可观

基础工业体量大升级需求迫切

去年有“特斯拉速度”，今年有“商汤速度”。从项
目签约到开工建设，不到四个月，商汤上海新一代人
工智能计算与赋能平台重磅来袭。商汤科技联合创始
人、首席执行官徐立表示，上海有巨大的基础工业体
量，转型升级需求迫切，如果能够帮助它们进入下一
代信息化、智能化转型，不论是对经济总量的贡献，还
是商汤自身的商业回报，前景都非常可观。

徐立说， 上海地处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
区，有大量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体系，为人工智
能的创新创造了天然的试验场。

作为上海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去年商汤科技入选
上海首批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在徐立看来，这是支持
上海发展人工智能战略，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
发展，打造人工智能高地的重要举措。

发展人工智能，需要政府和企业之间，产业界和
教育界、科研界之间的紧密合作。下一步，以商汤新一
代人工智能计算与赋能平台作为支撑，加速核心技术
突破，携手上海及周边地区龙头企业，探索人工智能
在传统行业中的应用场景。

疫情期间， 数字化配置资源进程大幅度提速，并
成为驱动创新、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今年 4 月国
家发改委明确划定了“新基建”的范围，人工智能作为
信息基础设施板块中的新技术基础设施，恰恰说明人
工智能对传统产业的创新和重塑能力，它将成为未来
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新电能”。

突破供需主体对接瓶颈，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率先应用

应用场景建设中看到上海决心

前瞻性推出芭堤雅移动零售商用车、熊猫餐车
为首的经济复苏科技“神器”，为传统零售商、品牌
商、传统餐饮商家提供可移动、容易落地的一体化
经营优化解决方案。疫情中，深兰科技成为冲在抗
疫前线的另类“勇士”。

这家由归国博士团队在上海创立的人工智能
企业，致力于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目前

其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已经走出国门，在欧洲、美洲、

大洋洲、非洲等多地设立了区域总部、分支研发机构
和国际销售网络。

在深兰科技创始人、董事长陈海波看来，开放、多
元的上海拥有密集的科教资源，丰富的应用场景以及
引领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坚实基础。“入选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推出空间载体优化完善
人工智能发展生态， 不断扩容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加
速应用场景落地等一系列措施，让上海在人工智能领
域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陈海波切身感受着上海近年来在创新人才发展
体制和完善海外人才政策体系方面所做的努力，强
大的政策保障和便捷的工作流程帮助企业可以更加
快速高效引入更多海外人才，汇聚力量。陈海波说，

上海独特的 AI应用场景建设计划，让企业深感政府
为突破供需主体对接瓶颈， 为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应
用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率先应用的决心
与魄力。

通过“一网统管”等城市级平台让数据发挥更大价值

打通“数据孤岛”，为 AI添燃料

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更准确地评价新冠肺炎
患者病情？上海人工智能“独角兽”依图科技冲在最
前面。今年 2月，依图和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联
合发布业内首款胸部 CT新冠肺炎智能评价系统，

将原本需要数小时的评估过程压缩到 2-3秒，并能
自动分析病情转移和发展，极大缓解临床一线压力。

如果说几年前人们对人工智能还将信将疑，现

在的认知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人工智能不仅仅是
一项底层技术，还能促进各个行业的基础技术突破。”

依图科技联合创始人林晨曦说。这一轮的人工智能在
算法和算力的共同迭代中， 真正改变了各个行业。比
如，生物制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使得药物在
临床前试验的时间可以从 3-5年下降到 1年。

林晨曦判断，未来会迎来一轮人工智能算力的变
迁。依图也在加紧布局，去年 5月在上海发布自研 AI

芯片求索，在视觉计算维度，求索芯片的单路摄像头
功耗仅为英伟达 GPU P4的 30%。

林晨曦深刻感受到上海半导体产业深厚的积累
在这几年爆发。 谈人工智能无论如何都逃不开芯片，

而上海半导体产业基础在全国领先，这种基础性优势
不是一两年或者三五年就能做到的。

对人工智能发展来说，数据就如同燃料。林晨曦
表示，上海虽然有海量数据，但大量的数据还是孤岛，

需要通过“一网统管”等城市级平台把各个委办局的
数据打通，才能发挥数据的更大价值。

每个产业、每家公司都会或多或少开启数字化进程

AI赋能将深入传统产业全链条

“我们当初选择落地上海，看重的就是上海对 AI，

尤其是初创型科技企业的支持。” 虎博科技创始人陈
烨说，三年来，扎根上海这片沃土，虎博科技已拿下 25

项自主知识产权，18件软件著作权， 并入选上海市火
炬计划。国内知名智库平台 24新声日前发布 2020年
中国人工智能领域高成长企业 TOP100榜单中， 虎博
科技与商汤科技、寒武纪、京东数科、大疆等企业共同

入选，成为高成长人工智能企业代表。

在陈烨眼中，上海有着人工智能发展的绝佳环
境。上海无论是从产业基础，芯片产业、系统与软件开
发等方面来说，都具备了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先发优
势。同时，目前全国已有 1/3 的人工智能人才集聚上
海，尤其是在计算机视觉、语音语义识别、脑智工程等
领域具有较强的话语权。 尤其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次疫情，客观上加速了各行业对人工智能的认
知。陈烨认为，经过这次疫情，国内或许不再有纯粹的
传统产业，每个产业、每家公司都会或多或少开启数
字化进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技术赋能产业
将更加通透，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多项技术，

深入到传统产业的全链条。疫情之后，国内各企业也
将会加快转变增长方式， 努力提升产业的自动化、数
字化和智能化水平，AI则可以帮助亟须转型的企业建
立更有效率的运营体系，辅助其增加市场份额，成为
行业的领跑者，改变整个行业的格局。

让人类从机械、重复、危险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是大势所趋

行业内部物流加速“机器换人”

又一重量级人工智能项目将于近日在上海开工。

快仓智能创始人、CEO杨威透露，快仓智能与宝山共
建的“快仓（宝山）全球智能机器人产业园”最快 8月
破土动工。

杨威直言，在上海的这几年深切感受到人工智能
的“上海速度”。人才集聚、政策聚焦、产业链健全、应
用场景多样、智能制造转型需求爆发、营商环境优渥，

都是吸引企业再投资的因素。

杨威说，从供给端看，众多优秀人工智能企业选择
将总部落户上海， 这吸引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高精
尖人才来到上海，而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基石。从需求端
看，以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应用载体———机器人为例，

在政府引导下，上海许多传统制造业、零售业企业都有
打造智慧工厂、智能仓、智能配送中心的意愿，智能机
器人和人工智能基础技术存在巨大市场空间。

这次疫情让不少行业受到不小的冲击，但杨威认
为，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让人类从具有机械、重复、危险
等特点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或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拓宽
人类生产能力、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是大势所趋。

杨威观察到，疫情发生以来，各行各业都加速了
在内部物流环节“机器换人”的步调。他将此轮需求大
潮概括为两个类型———前端：医疗、生活物资需要高
效准确的出入库、配送；后端：生产型企业急需以少人
或无人的安全方式恢复产能。其中市场需求增长加快
的企业还要提升产能。

更加集中的研发资源、更富竞争性的创新能力、更顶层的政策扶持力度、更包容的生态圈环境

危机中育新机，为世界贡献 AI“上海智慧”
■本报记者 刘锟

虎博科技创始人陈烨：

上海无论是从产业
基础，芯片产业、系统与
软件开发等方面来说，具
备了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的先发优势。

快仓智能创始人 、

CEO杨威：

在上海的这几年深
切感受到人工智能的“上
海速度”。人才集聚、政策
聚焦、产业链健全、应用
场景多样、智能制造转型
需求爆发、 营商环境优
渥，都是吸引企业再投资
的因素。

新松机器人董事长
曲道奎：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
推动中国进入一个 “智
能+”时代，机器人恰恰是
智能+的巨大应用平台。

商汤科技联合创始
人、CEO徐立：

上海地处中国经济
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有
大量的应用场景和完备
的产业体系，为人工智能
的创新创造了天然的试
验场。

小 i机器人董事
长兼 CEO袁辉：

上海正大力打造
人工智能高地， 加快
汇聚 AI创新资源，这
将会吸引更多国际化
的人工智能人才，有
利于人工智能行业
形成聚合效应。

深兰科技创始
人、董事长陈海波：

上海完善的海
外人才政策体系，强
大的政策保障和便
捷的工作流程帮助
企业更加快速高效
汇聚力量。

依图科技联合
创始人林晨曦：

谈人工智能无
论如何都逃不开芯
片、 半导体产业，上
海在全国领先优势
显著，这不是在一两
年或者三五年就能
做到的。

氪信科技创始
人朱明杰：

上海拥有世界
一流的学府和科研
机构， 大量 AI 头部
企业的汇聚起到了
规模效应和示范作
用，吸纳了更多的人
才汇入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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