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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发展，在世
界经济格局里，智能经济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11月9日，成都市新经
济发展大会召开，成都提
出要着力发展智能经济。

智能经济是一种怎样
的经济业态？哪些产业适
合智能化发展？该如何发
展？成都智能经济到底有
哪些优势和突破口？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中国
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研究员卞永祖。在卞永祖
看来，依托于人工智能的
发展，智能经济具有划时
代的意义。

卞永祖表示，制造业、
大数据、金融和信息等行
业，都是智能经济的“风口”，
而对成都来说，制造业既是
基础优势，又是突破口。

““以人工智能以人工智能
技术为支撑技术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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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智能经济的突破口

智能经济 主要是以大数据主要是以大数据、、互联网互联网、、物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以智能产业以智能产业
化和产业智能化为核心化和产业智能化为核心，，以智能交通以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电网、、智能建筑等为应用领域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形态智能建筑等为应用领域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形态。。

成都优势 ““成都是区域中心城市成都是区域中心城市，，有发展智能经济的基础有发展智能经济的基础。”。”在卞永祖看来在卞永祖看来，，成都地处西部中心成都地处西部中心，，教育资源丰富教育资源丰富，，制制
造业发达造业发达，，消费群体和消费市场很大消费群体和消费市场很大，，成都文化在区域里也很突出成都文化在区域里也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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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是区域中心城市，有发展智能经
济的基础。”在卞永祖看来，成都地处西部中
心，教育资源丰富，制造业发达，消费群体和
消费市场很大，成都文化在区域里也很突

出，“可以说成都具有示范效应，是周边的风
向标。周边很多省份，都会以成都为标杆。”

另一方面，相较于北上广，成都在信
息、人才方面相对不足，而智能经济是高度
依靠人工智能的产业，是需要靠技术来引
领的一种经济形态，“甚至不仅仅是技术，
还有硬软件的结合，甚至对人的文化、心理
的研究，是一个全方位的产业，是综合性的
学科。”

而成都应该如何突破？在卞永祖看来，
成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成都拥有大量
国有企业、制造企业，可以在工业领域有所
突破，随后逐渐往消费领域转型，“在北上
广，可能主要是消费领域的突破。如果成都
在工业与智能化上突破，就可以占领制高
点。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工业领域的突破也

是供给侧改革，这对自己的产业也是转型
升级的过程，突破后发展自己的优势，全面
辐射，全面转型升级。”

卞永祖对成都智能经济还有其他建
议。“首先，智能经济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涉及到各个方面。其中，人才是最
主要的，成都有环境和人文优势，应该把吸
引人才作为第一位。”卞永祖说，人才之外，
智慧金融业很重要，“金融既是人工智能最
适合的领域，也会对经济发展带来帮助。”

此外，在卞永祖看来，政府需要做出一
些转变。智能经济越来越看重人才和技术，
对政府来说，参与技术研发比较困难，需要
交给市场去做，“政府需要创造出更好的条
件，让市场来发挥作用。要保护市场、保护
知识产权，创造好的环境吸引人才。”

本届成都创意设计周期间，金熊
猫文创设计奖、成都创意设计产业展
览会、iF成都国际设计论坛三大主体
活动，以及第三届全国版权示范城市
联盟年会、第四届中国研究生智慧城
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等活动举行。
成都创意设计周搭建的创意经济资源
互联互通平台功能越发显著。成都创
意设计周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大型
文化活动，而是城市创新的服务者、产
业合作的推动者。

提到iF中国首个设计中心落户成
都的缘由，iF国际设计论坛有限公司总
裁拉夫·威格曼表示，成都创意设计周
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了成都建设文化
创意产业中心城市的声音，iF感谢成都
积极有效地推进合作，促进iF落户成
都，iF愿意陪伴成都一起，打造“设计之
都”，攀登创意设计领域的巅峰。

本届创意设计周期间，欧洲第一

大、全球第三大私立教育集团“伽利略·
思图迪教育集团”（GALILEO GLOB-
AL EDUCATION）（以下简称“GGE”）
发布消息，将引进GGE集团旗下包括
LISAA巴黎高等实用艺术学院、Maran-
goni马兰欧尼学院、PSB巴黎商学院、
IESA巴黎高等文化艺术管理学院等4所
世界一流的文化创新教育学院落户成
都，打造“成都中法创意设计创新平台”。

而在成都-北美美食文创产业融
合发展高峰论坛上，成都、加拿大、美
国、马来西亚美食文创及人才交流合
作签约，成都美食文化交流与创新中
心、加拿大四川文化交流中心、北美致
公协会、四川友好国际交流中心签订
了美食文创及人才交流战略合作协
议，四方将加大在美食文创及人才交
流方面的合作。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实习生
陈星宇

制造业和大数据分析
适合发展智能经济

哪些行业最适合发展智能经济？卞永
祖说，根据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制造业是
其中之一，在这个领域，智能可以代替人
工，“这最有可能成为发展最快的一部分。”

另一部分，比如大数据分析，人的大
脑不能短时间内做出判断、分析信息，而
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人做出判断。另外，比
如信息产业、金融产业，也需要在短时间
内判断大量信息，这些方面都很可能大
规模应用起来。卞永祖表示，这也是利用
智能经济来转型升级。在这些行业里，人
的局限很明显，但是可以通过智能经济
极大地提高效率，进一步贡献出不同的
商业模式。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第四届成都创意设计周落幕

现场成交及意向签约35.6亿元昨日下午5时，随着第
四届成都创意设计产业展
览会的闭馆音乐响起，第
四届成都创意设计周正式
落幕。在本届创意设计周
期间，人们不仅感受到创
意与科技、生活、音乐、艺
术、美食、旅游、动漫等多
业态的创新成果，更展示
了成都发展创意经济，大
力促进知识创造，推动创
意设计，发展创意体验的
生动实践和强大磁力。短
短4天时间内，现场成交及
意向签约金额35.6亿元，
观众超15.5万人次。

文创法人单位约1.5万个，从业人员约
46.4万人，实现营业收入2614.2亿元，创造增
加值633.6亿元，占GDP的5.2%，这组截至
2016年的数据，透露出创意经济成为成都新
的经济增长点的讯息。这一点在第四届成都
创意设计周表现得尤为明显，创意周现场成
交及意向签约金额达35.6亿元，创意经济推
动文化、科技、经济相互交融的强大作用，正
显露得越来越明显。

同时，本届成都创意设计周受到观众热
捧，成为一场意义非凡的城市文化事件，共
有15.5万人次参与其中，较去年增加8.4%。
观众在这里体验创意之美、享受设计之韵，
打开一种又一种全新而美好的体验。

首次设立国际馆，是本届创意设计周的
亮点之一，德国、英国、俄罗斯、瑞典等20余
个国家和地区的700余家创意设计机构参
展，汇聚了近千位海内外设计大腕及新锐设
计师的创意设计作品。展览会现场随处可见
创意与科技，与生活完美融合的新锐产品和

服务，不仅让观众“脑洞大开”，更为成都带
来了发展新经济的新思路、新途径。

“成都造”无人超市开启全国招商、美食
文创智慧餐饮展示区推出了基于互联网和
云计算技术为餐饮业打造的智能系统，“美
食之都”，更加智能。芬兰乐普森集团全球总
裁德罗·尤林尼帕宣布将与成都本土企业一
同打造“快乐运动”创意运动园区项目，让成
都市民认可和享受其全新的健康理念。设计
创意公司——洛可可携唱吧麦克风C1和
M1、海尔小培嫩烤箱、晓译翻译机、小雅AI
音箱等48件设计产品参展，引发“创意体验”
热潮……

“4天时间，就接待了十余个考察团体，
后续合作也正在对接洽谈中。”成都洛可可
设计公司总经理李然之告诉记者，成都创意
设计周不仅是促进品牌推广、深化产业合作
的平台，也是让市民、学生感知文化创意力
量的机会，其专业引领与大众普及的多重功
能尤为显著。

展现创意经济巨大活力 成为产业合作的推动者

在新经济发展大会上，成都对智能
经济提出了三个发展重点：一是大力推
动智能制造，积极引导企业用新技术、
新模式、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
推进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核心支撑
软件、工业互联网等系统的集成应用。

二是推动智能服务，促进人工智能
与物流、金融、商务、医疗、旅游等重点
行业和领域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智慧物
流、智慧金融、互联网医疗和智慧办公、
智慧家居等产业。

三是大力研发智能产品，推进军民
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发展脑科学、生物识
别、虚拟现实、工业互联网、无人机、增材
制造、激光光电、卫星导航等产业。

对于成都的重点，卞永祖高度赞扬，
“成都对智能经济的分类，基本上是根据
自己的产业特点来划分的，符合成都自己
的发展现状。”卞永祖说，制造业是成都的
突破口，发挥了成都自己的优势，“我们都
知道，成都周边有大国企等高端制造业，
应该往高端智能制造业方向去发展，有技
术、有优势、有国家支持，非常容易突破。”

“同时，成都可以以智能制造为基
础，物流、金融等等产业可以跟制造业
结合在一起，很自然地从制造业往服务
业方面去辐射。”卞永祖说，这一块，成
都作为区域的交通枢纽和区域的中心
城市，有非常多的优势，比如交通发达、
航空物流运输便捷、服务市场很大等。

在卞永祖看来，智能产品是更高层
次的一种智能经济，“相对来说，就是要
用技术创造更多的需求，成都可以依靠
丰富的高校力量，前景可期。”

“随着科技和社会发展，智能经济是更
高层次的一种经济业态。”在卞永祖看来，
智能经济是人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对
经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事实上，人工智能已经发展了一段时
间了，但智能经济刚刚起步。”卞永祖表示，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技术的一个分支，但是，

怎样用计算机技术来模拟人的智力，代替
人从事工业制造或者服务生产，同时促进
产业升级？这就产生了智能经济。

在卞永祖看来，智能经济的诞生，紧紧
依托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
的进程里，随着人类知识的拓展以及信息
网络的出现，逐渐出现了利用技术替代人
类劳动和传统资源的模式。综合已有的研
究成果可知，智能经济主要是以大数据、互
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
基础，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以智能产业
化和产业智能化为核心，以智能交通、智能
电网、智能建筑等为应用领域的一种新型
经济发展形态。

“具体而言，人工智能不仅能使农业种植
更加精细化，产量和效率大大提升，也将显著
降低制造业的用人成本并提升生产效率。”卞
永祖说，智能经济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新
动能。随着中国适龄工作人口增长放缓，固定

资产投资面临产能过剩，传统的经济引擎已
不再适用。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创新技术，其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不言而喻。

卞永祖表示，现在我国智能经济正在
起步阶段。对于智能经济的未来发展，各方
面还有一些争议，在技术方面也还存在一
些不同。智能经济有助提升中国国际话语
权。在过去的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均没能
及时参与到全球进程中，以至于在诸多方
面比较落后。而这次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将以其独有的大数
据基础优势，实现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其
中，人工智能的作用不可忽视。“人工智能
是智能经济的基础之一，是一种技术，应用
到产业里边，产生很多不同的商业模式，甚
至会衍生出各种各样的产品，形成智能经
济。”卞永祖表示，智能经济的商业模式构
建、产品生产，都还是初级阶段，但已经产
生了一些模式。

教育资源丰富教育资源丰富，，
制造业发达制造业发达

成都优势

在哪里？

制造业是成都制造业是成都
的突破口的突破口

智能经济

咋发展？

屏幕上显示，成都造机器人解答高考数学题（资料图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卞永祖——

制造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