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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计算机将更加
智能，更安全。”9月10日，在
2019世界计算机大会间
歇，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董事长芮晓武接受媒体采
访时介绍，目前湖南是中国
电子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基
地， 产能达100万台/年，而
且还将视市场需求扩大产
能，预计未来几年实现产能
翻番。

去年， 湖南电子信息
产 业 年 营 业 收 入 突 破
2000亿元；移动互联网产
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
是2013年的15倍。中国电
子旗下湖南长城位于株洲
的计算机整机生产线，率
先在国内实现工业3.0的
智能化水平。目前，全球仅
德国、日本等极少数国家，
实现了这一智能化水平。

“前两年全球爆发的
勒索病毒， 我们生产的计
算机没一台中毒。”芮晓武
自豪地告诉记者， 当传统
的被动式打补丁的网络防
护模式不能满足需要时，
中国电子旗下的长城电脑
通过内置可信计算， 来提
高计算机的主动“免疫
力”，从而实现抵御各类未
知病毒。“这就是在长沙研
发出来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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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0日讯 今天上
午，2019世界计算机大会在长
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杜家毫出席开幕式并
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主持，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
学院院长杨学军出席并作主
题演讲。

军委科技委副主任辛毅
出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刘利华致辞，省领导胡衡
华、谢建辉、张剑飞、陈飞，国
防科技大学校长邓小刚、中南
大学校长田红旗、工业和信息
化部原副部长杨学山, 以及
“两院”院士、国内外知名行业
专家、学者和计算机、5G、工业
互联网、人工智能及相关领域
企业代表出席。

本次大会以“计算万物 湘
约未来”为主题，吸引了全球
计算机行业企业、政府部门和
非政府机构共2500余人参会，
共同探讨计算机发展的未来
之路，创造智能时代的美好前
景。除主论坛外，大会还将举
行计算机生态、 计算机未来、
5G、网络安全、计算芯片、人机
连接、超高清、AI算法、新型计
算等9场主题论坛， 以及创新
技术和产品应用成果展、产业
对接交流会等活动，着重讨论
计算产业核心技术与应用的
创新发展，推动计算与智能的
深度融合、全面创新、全面渗
透、全面应用。

杜家毫代表省委、省政府
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他
说，当今，计算机技术已渗透
到人类生产生活各个领域，成
为推动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

级、促进经济发展、创造美好
生活的重要力量。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网络强
国高度重视，伴随中国成为全
球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基地，湖
南计算机技术和产业得到快
速发展，一大批湖南籍优秀人
才活跃在计算机、 互联网、人
工智能等业界前沿，在基础软
硬件、终端及安全设备、服务
集成及应用等方面形成了比
较优势，去年全省电子信息产
业年营收突破2000亿元，移动
互联网产业年营收突破1000
亿元、近5年增加了15倍。计算
机相关产业正成为湖南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杜家毫表示，湖南将以举
办此次大会为新起点， 与全球
计算机行业企业的各位专家和
领军人物携手努力， 不断提升
计算机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
水平， 共同构建开放合作的计
算机产业发展生态， 为计算机
产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开幕式上，杨学军、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芬恩·基德兰
德、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董事
长芮晓武、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吴曼青、加拿大信
息理论与应用研究主席杨恩辉、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自学、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侯
金龙、腾讯公司副总裁丁珂分别
就机器人操作系统、金融调节作
用、计算机核心技术、信息安全
等发表主题演讲。

开幕式前，杜家毫、许达哲
会见了出席本次大会的国内
外嘉宾代表。

■记者 贺佳 曹娴 周帙恒

2019世界计算机大会在长开幕 杜家毫致辞 许达哲主持 杨学军作主题演讲

构建开放合作的计算机产业发展生态

9月10日，
2019世界计算
机大会在长沙
梅溪湖国际文
化艺术中心开
幕。
记者 辜鹏博 摄

5G+全息远程互动教学、micROS、“数据自保”……走进9月10日开幕的2019世界计算机大会
现场，从论坛议题到成果展示，处处都能感受到前沿科技元素。记者梳理发现，突破技
术、共筑安全、引领产业是这一计算机行业盛会的三大“关键词”。 ■记者 胡锐

计算机主动抵御未知
病毒，长沙研发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
团董事长芮晓武

我们的世界将会变成一个
什么样的世界呢？我个人把它归
结为这么几个特征：一个是网罗
一切。 不仅仅是万物的互联，其
实我们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连
接在一起。我们每天早上起床的
第一件事是看手机，我们每天晚
上睡觉之前最后一件事也是看
看手机，叫网罗一切。第二是虚

实融合。过去讲眼见为实，其实
我们的时代， 大家有时候感觉到
眼见到的也不是真实的， 其实这
是一个虚实融合的世界。 第三个
是协同共享。 这里面包括机器和
机器、机器和人、人和人之间的协
同共享。 第四个是时间空间都在
不断压缩。 第五个是我把它归结
为更加深入的智能化。

未来世界或呈现五大特征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曼青

共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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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计算机在经济中有
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它涵盖人
工智能， 可以说它是最重要的
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 ，在
长期而言尤其如此， 而长期才

是我们在经济发展中最关注的
尺度。

计算机给我们带来的便利、
资讯、 对社会重大问题的提醒及
解决方案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计算机在经济中至关重要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芬恩·基德兰德

我预测， 智能化的芯片将按
本能反应型、后天反应型、慎思型
智能微处理器芯片的路径迈进。
本能反应型智能微处理器类似于
一种边缘神经的能力， 后天反应
型智能微处理器类似于一个人的
小脑， 慎思型智能微处理器类比
于人的大脑。 这个路径可能是漫
长的， 但我认为未来5年之后，本

能反应型智能微处理器的设计将
会推动计算机产业。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确实要设
计一个未来的操作系统， 我们自
己的操作系统。另外要相约未来，
要计算万物， 我们也需要对传统
的计算机操作系统、 传统的计算
机芯片有突破， 这种突破必须有
一种新的思考。

我们要设计一个未来的操作系统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杨学军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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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级的摩尔定律现在在
放缓，我们认为从以前的芯片级
的创新， 芯片级架构要进行创
新， 到未来系统级要进行创新，
再到整个数据中心要进行创新。

我们认为未来十年会进入一个
计算架构创新的黄金时代。只有
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算力性能的
成本跟上整个世界对算力的需
求。

未来十年会进入计算架构创新的黄金时代
——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总裁侯金龙

汇聚全球智慧“湘约”智能未来
2019世界计算机行业盛会的三大“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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