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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人造太阳”点亮家中灯泡
各路大牛齐聚成都创交会，畅谈科技如何改变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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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国际创业孵化峰会上，
乌尔里希·森德勒带来演讲“工业
4.0——中国制造 2025 携手德国工
业4.0带来的创业孵化新机遇”。

乌尔里希·森德勒说，现在美国
都是在谈工业互联网，而在德国这
个概念被称为工业4.0，其实两者都

是指同一件事情，也就是互联网和
物联网，“在中国，我们看到了这方
面非常多的发展和突破，有些在德
国我们都没有看到。”

“德国和中国签署了备忘录，这
就意味着我们的基础设施和资金能
得到有效的保证。”乌尔里希·森德

勒表示，“去对旧的机器进行更新换
代，我们面临很大的机会，可以去使
用尚未开发的区域和领域，这就是
我们能够购买的一些新的模式和新
的发展极，每个公司都必须要思考
一下，下一步要怎么去走。”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昨日，蚂蚁金服支付宝事业
群副总裁邹亮做客“2017 创交会
专访室”，接受了记者的专访。邹
亮表示，整个阿里集团包括蚂蚁
集团在成都都有着很大的投入，

“我们在成都已经有超过 1000 个
员工了，成都也坐落着我们除杭
州之外最大的客服中心”。据他透
露，目前，阿里集团在成都总投资
超过 35 亿，给成都的税收也已经

达到上亿元。
“成都对于我们而言是个很

重要的市场”，邹亮称，成都的支
付宝用户已经超千万了。并且从
消费观点和消费数据上面可以
看到，成都人确实愿意消费。他
称，未来集团还将继续扩大在成
都的投入。

邹亮还对蚂蚁金服在推动“无
现金社会”的发展方面提出了预期。

他认为，无现金社会从近两年的发
展趋势上来看，有加速的迹象，因
此，蚂蚁金服主导成立了全球首个
无现金联盟，希望进一步加速进程。

“当然无现金不是绝对没有现
金存在，只是说更多地使用电子支
付等方式”，他表示，在未来5年，蚂
蚁金服会持续投入 60 亿元左右来
推进无现金社会的产生。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健康
要求也越来越高。在“2017成都全球
创新创业交易会·世界未来科技论坛”
上，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
龙·切哈诺沃、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苏德霍夫以
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副院长龚启勇等
纷纷提出了基因测绘技术，表示以其
为基础的精准医疗将可以防“病”于未

然，改变“得病再治”的传统治疗方式。
以好莱坞影星安吉丽娜·朱莉

接受的乳腺癌预防手术为例，苏德
霍夫表示：“对于这种疾病，就可以
通过对基因组的分析预测疾病发
生的几率，提前作出预防治疗。”

龚启勇则提到了其正在进行
的一个探索，就是逐渐为临床病人
提供包括基因组测序等全方位服

务，筛查其是否含有肿瘤和癌症基
因，“随着数据越积越多，将对精准
医疗服务提供有力支持。”

但龚启勇也提到，基因测序涉
及隐私，面临着严格的管控伦理问
题。苏德霍夫则指出目前已存在的
精准治疗费用还太高昂，“希望政
府能够担负起这方面的责任。”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提到核，大家会想到什么？原子弹或
是福岛事件？但在昨日“2017成都全球创
新创业交易会·世界未来科技论坛”上，
掀起讨论热潮的，不是上述大家耳熟能
详的核裂变技术，而是全球能源的一次
革命——核聚变。

与原料紧缺、辐射大的核裂变能不
同，核聚变能的原料接近于无限，并可随
时关停不惧放射性。在全球能源危机的大
环境下，核聚变能将在约束可控的前提
下，成为一种清洁、环保、高效的新能源。

这种新能源何时能进入我们的生
活？科技部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
行中心主任罗德隆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乐观地看，205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建
刚也作出了展望，“我们期待一个灯泡能
被核聚变点亮。”

现状
中国参与国际合作
研发核聚变“人造太阳”

李建刚在介绍中国目前的核聚变发
展时，三句不离ITER计划。“中国现在参
加的ITER计划，就是世界的顶级专家一
起，在地球上研发出一个人类可控的‘人
造太阳’。”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ITER 计划，
暨“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参与国
家包括了中国、欧盟、美国、印度、日本、
韩国和俄罗斯，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影
响最深远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之一。

2006 年，各国专家正式开始合力建
设世界上第一座聚变实验堆——ITER
装置，这就是李建刚口中的“人造太阳”。

罗德隆告诉记者，ITER计划的实施
结果将验证、决定人类能否迅速地、大规
模地使用聚变能，“目前我们已在超导技
术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距核聚
变能实际应用到生活中，还需要30至50
年的时间，乐观地看，2050年。”

优势
原料接近于无限
安全到被炸掉也不怕

李建刚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安全，
是核聚变的优势之一。”

“核裂变反应会产生放射性物质，但
是核聚变反应是由氢的同位素氘和氚
聚合成较重的原子核，氦。”李建刚解
释，稳定的氦气不仅不是污染气体，反
而是一种可用于工业生产的清洁气体。

他开玩笑说，“如果恐怖分子说他要炸
掉一座核聚变核电站，我 5 分钟后就可
以到现场去查看。”

原料几乎接近于无限，是核聚变的
另一个优势。“核裂变的燃料是铀，目前
世界上铀的储量只能供我们用100年。”
而核聚变的原料氘在海水中的含量非常
高，1升海水中所含的氘，经过核聚变可
提供相当于300升汽油燃烧后释放出的
能量，“目前海水中的氘储量如果用于核
聚变，可以用1000亿到2000亿年。”

未来
研究推进很快
商业化后百姓都能消费

核聚变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在
上述两位专家口中，如何真正实现受控

的核聚变，目前还是个“巨大的难题”。
李建刚介绍，目前控制核聚变的方

法是，让等离子体在磁场的作用下，悬浮
在零下269度的超导磁体中。但是核聚变
反应需要的上亿度高温如何和零下269
度和谐共存，是目前需要攻克的问题。

还有一个难题，来自于除了氘以外
的 另 一 种 原 料 氚 。氚 的 半 衰 期 只 有
12.26 年，是地球上最稀有的元素，成本
非常高。

不过，两位专家对于核聚变的发展
还是非常乐观，“核聚变研究推进得非常
快，数据显示，每1.8年就快一倍。”而且，
虽然研究过程耗资高昂，但真正等到技
术成熟并商业化后，生产成本是相对低
廉的，普通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我们
期待一个灯泡被核聚变点亮。”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全球大数据联盟将落户成都

作为本届创交会的专项活动之
一，第二届全球大数据峰会昨天拉开
帷幕。峰会主题为“创新·衍生”，阿里
巴巴、IBM、腾讯等企业将参加峰会，
并分享大数据运用经验。同时，峰会
将宣布全球大数据联盟落户成都，以
服务大数据产业。全球大数据联盟
将着力促进产业上下游融合发展，以
数据为导向，深化两化融合，推动经
济增长。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作为 2017 成都全球创新创业
交易会重要活动之一，2017国际创
业孵化峰会在“中国－欧洲中心”
召开。科大讯飞联合创始人、讯飞
产投董事长徐景明带来主题演讲

“人工智能+”共创新世界。
“IT产业发展经过了五次浪潮，

大型机、小型机、PC 机、桌面互联
网、移动互联网。”徐景明说。那移动
互联网过后将会是什么时代？“一定
是万物互联的时代，万物互联就是

所有设备都要具备能听会说，能理
解会思考的能力。以语音交互为主、
其他交互为辅的多渠道交互方式必
然来临，人机交互智能化的时代必
然来临。”

在徐景明看来，人工智能的发
展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计算智能、
感知智能、认知智能。深蓝下国际象
棋下赢卡斯帕罗夫，用的是计算智
能。感知智能是让机器像人一样具
备感知能力，比如机器可以看到红

外线、紫外线，可以听到超声波、次
声波。认知智能则是使机器具备自
主学习、逻辑推理、知识表示等的能
力。

如果让人工智能进入各行各
业领域，需要做什么？“第一是核心
技术，第二是行业大数据，第三是
行业专家支持，跟各行各业深度融
合。”在徐景明看来，中国在人工智
能时代机会非常大。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精准医疗 从基因出发防“病”于未然

声纹识别
说句话就能移动支付

无现金社会 蚂蚁金服5年将投60亿

中国制造2025 携手德国工业4.0带来新机遇

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
得者阿龙·切哈诺沃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副院
长龚启勇

科技部中国国际核聚变
能源计划执行中心主任罗德隆

蚂蚁金服支付宝事业群
副总裁邹亮

未来科技在哪里未来科技在哪里

站在科技前沿
瞭望人类未来

万物互联 让所有设备能听能说能思考

随着阿尔法狗的诞生，人
工智能走上了舆论的最高点。
人工智能范围内，什么科技能
改变生活？“语音智能有很大的
空间。”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
院副院长郑方提出，语音识别、
合成技术在现实生活中，有很
大的应用空间。“大家知道阿里
巴巴‘芝麻开门’的故事，其实

‘芝麻开门’蕴含着科技的梦
想，而这项技术就是声纹识别
技术，通过话把门打开，不光包
含开门的命令，还要识别人是
不是对了。”

郑方介绍，在现实生活中，
声 纹 识 别 可 以 具 体 为 声 纹 考
勤、身份证生物特征采集以及
移动支付认证等应用。他介绍，
2016 年中国银联移动支付安全
大调查中，人们最喜欢的支付
方式是手机等移动设备，占比
超过 90%，比 2015 年增加了 14
个百分点。“我们都知道，在进
行远程转账、支付、取款时需要
身份认证。今后声纹识别就可
以作为认证的方式之一。可以
想象一下说句指令就能成功完
成支付的便利生活。”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2017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世界未来科技论坛”上，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龙·切哈诺沃与托马斯·苏德霍夫在台上探讨未来健康的科学路径

成都之成都之问问//

紧接01版 要着力加快转型发展，
大力发展与城市功能和生态环境相协
调的都市型产业。要大力发展都市型工
业，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和理念，积极发
展低要素占有、少排放、可持续的智力
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产业；要大力发展
都市现代农业，充分发挥景观、生态、休
闲、康养、旅游等多元化功能；要大力发
展都市型现代服务业，打造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成都服务”“成都消费”品牌。

三要创新治理方式，不断提升环境
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树立系统思维、坚
持综合施策。要推进法治环保，树牢法治
理念、完善法治体系、强化法治执行；要
推进科技环保，强化环保关键技术创新
研发、推动环保新技术运用、建设环保科
学智库；要推进全民环保，倡导绿色生活
文化、营造绿色社会风尚、强化绿色宣传
监督；要推进协作环保，加强成都平原城
市群环保协作、加强全社会的环保协作、
加强建设和保护协作。

四要强化工作保障，确保环境保
护各项部署真落地见实效。要强化组
织领导，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制度，健全跨领域污染防治和环境
保护协作机制，真正形成齐抓共管、整
体推进的工作格局；要强化要素投入，
确保资金投入到位、政策支持到位；要
强化队伍建设，建强基层环保工作力
量，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环保铁军；要
强化督察问责，建立健全科学的政绩
考核评价体系，对重大生态环境事故
实行终身追责。

范锐平强调，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
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是我们对党和人
民的承诺。行胜于言。全市各级党委政
府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切实履职尽责、
勇于担当，带动全市人民和社会各界坚
定推进绿色发展，努力让成都的天更
蓝、水更绿、城市更亮丽、生活更宜居。

罗强在主持会议时指出，全市上
下要认真传达学习本次会议特别是范
锐平书记的讲话精神，认清当前环境
保护形势，准确把握今后一个时期环
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目标任务和基本要求，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
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要锁住
目标、狠抓落实，特别是要抓好“铁腕
治霾、科学治堵、重拳治水、全域增绿”
工作，全力打好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努力营造天蓝地绿水清的良好生态生
活环境；要坚持问题导向，从严压实责
任，实行挂账督办、销号管理，毫不松
懈地抓好问题整改，严格落实责任追
究制，强化抽查暗访工作，防止问题反
弹；要加强宣传引导，最大限度地形成
社会共识，以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扎
实有效的工作举措，共同把成都建设
成美丽中国典范城市。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市领导王波、苟正礼、左正、刘守成、刘
宏葆在主会场出席会议。成都高新区、
成都天府新区、各区（市）县设分会场。

让绿色发展理念
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鲜明特质

本版图片由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