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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大论坛深度探讨全球计算产业发展焦点、尖端技术热点

新型计算“赋能”，将“引爆”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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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终端数量将快速增长

在“边缘计算：5G时代创新无
界”主题论坛上，中国计算机行业
协会发布《2018-2019年度中国计
算机行业发展报告》。 报告显示，
2018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
造业主营收入同比增长9%， 其中
计算机行业增长9.5%。

2018年全球PC机（即个人计算
机）出货量2.6亿台，同比下降1.3%。
分析认为，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对
PC机的替代作用明显，预计PC市场
未来3年仍将持续负增长。

报告认为，新技术将创造计算
机行业新的发展机遇。5G网络发
展， 智能终端设备数量将快速增
长，万物互联成为现实；云计算服
务市场高速增长，将引领PC市场变
革；人工智能成为新热点。

芯片和基础软件是我们短板

在“计算机未来：算力驱动万
物互联”主题论坛上，中国工程院
院士倪光南发表了主题为“人才是
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主旨
发言。他指出，中国网信领域总体技
术和产业水平位居世界第二位，短
板主要是芯片和基础软件， 优势在
于互联网应用和新一代信息技术，
但发展依然严重受制于人。他表示，
中国发展软件业条件优越， 中国工
程师的“红利”前景光明，工程师数
量可能会走在世界前列。

可信计算：
以“可靠”赋能网络安全

11日，2019世界计算机大会网
络安全主题论坛聚焦“网络安全：
可信计算 可靠未来”。

可信计算是一项由可信计算
组推动和开发的技术。可信计算在
计算和通信系统中广泛使用，基于
硬件安全模块支持下的可信计算
平台，能提高系统整体的安全性。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在主
题演讲中表示，要提倡主动免疫的
可信计算，在计算运算的同时进行
安全防护，以密码为基因实施身份
识别、状态度量、保密存储等功能，
及时识别“自己”和“非己”成分。

万亿智能设备需要多元化芯片

信息时代，芯片提供着不竭的
算力支持。 在计算芯片分论坛上，
产学研各界人士深入探讨未来全

球芯片行业的生态建设。
全球领先的半导体知识产权

提供商英国Arm中国市场部负责
人梁泉预测，到2035年，将会有万
亿智能联网设备市场，这将需要更
多元化的芯片。

企业生态需工业互联网支撑

面对新一轮工业互联网竞争，
中小企业如何抢占高地？2019世界
计算机大会第六场主题论坛上，美
林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程宏亮认为， 中小企业需具备3种
能力。

一是AI能力，即人工智能的能
力。二是要拥有平台能力，能把自
己企业内部生态和外部生态链接
起来。 三是要有数据的使用权，而
不是拥有权。“在未来，很难说清楚
哪些数据是自己的， 哪些是别人
的。 企业不要只追求数据是谁的，
而要关注我能不能用这些数据。”

人工智能从感知向认知发展

人工智能目前的发展状况如
何？人工智能在商业化过程中遇到
了哪些机遇与挑战？9月11日，“AI
（人工智能）算法：激发智慧计算潜
能”主题论坛在长沙举办，探讨人
工智能的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和应
用实践。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视
觉智能研究中心主任邓志东认为，
人工智能正在从感知智能阶段向
认知智能阶段发展，真正的智能化
解决方案已初现端倪。

新型计算“引爆”数字经济

以E级计算、 量子计算等为代
表的新型计算， 成为新一轮科技革
命与产业变革的关键切入点。在“新
型计算”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
尧学等专家、学者展开探讨，嘉宾认
为，新型计算将“引爆”数字经济，成
为新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专家认为， 全社会信息化、智
能化水平不断提升，人工智能、物
联网等新一代技术应用快速发
展， 海量的数据处理对计算能力
提出更高要求。 新型计算要以应
用为导向，突破大数据关键技术，
特别是加快高性能计算、 大数据
计算系统等能力提升， 提升数据
分析处理和知识发现能力， 用计
算力“赋能”数字经济，助推数字
经济全面加速发展。

9月11日，2019世界计算机大会落下帷幕。 当天举行的
九大主题论坛围绕当前计算机领域的热点话题展开深度探
讨，读懂全球计算产业发展焦点、尖端技术热点，启发并创新
商业思维，将本届大会再次推向高潮。

■记者 曹娴 孟姣燕
刘永涛 黄利飞 邓晶琎 黄婷婷 胡锐

去年火爆大银幕的好莱坞
电影《头号玩家》中，人们通过佩
戴VR设备， 就可进入一个无比
广阔而逼真的虚拟世界。

这样的电影场景距离现实
还有多远？

“还差一个5G。”
9月11日，2019世界计算机

大会第三场主题论坛， 韩国5G
产业专家申东亨等嘉宾围绕
“5G时代创新无界” 主题发言
时，给出了上述答案。

“如果5G在全世界普及，在
这个会场里坐着的可能就是全
息影像， 而其他人都可以在家
里坐着。”申东亨说。

全息影像， 是此次论坛的
一个高频词。

通俗理解， 全息影像是利
用干涉和衍射原理来记录并再
现物体真实的三维图像。

记者在本次大会主办场馆
的展示现场，就观看了一场“全
息影像”的远程教学演示。

现场一块屏幕前， 通过全
息技术投影出来一位男老师，
他的形象和声音与真人并无二
样，观众与他可实时互动交流。
而他的“真身”却在千里之外的
福建。

在现场另一端， 一家制作
移动3D影院的深圳企业负责人
黄诚， 则向记者展示了5G技术
带来的VR观影革命。

“目前的VR设备看电影，
画质低、有延迟，体验感不佳。”
黄诚介绍，5G技术应用于VR场
景，两个相距千里的人同时观看
一部电影， 如同在同一家电影
院，坐在相邻座位一起观影，“可
以做到身临其境般的体验。”

更奇妙的是， 通过传感器
震动甚至可以感受到对方的拥
抱。“有了5G， 异地恋不用烦。”
黄诚打趣道。 ■记者 邓晶琎

本报9月11日讯 今天下
午，2019世界计算机大会·产
业对接交流会在长沙召开。在
此次产业对接交流会上，包括
金山软件办公应用生态项目、
深信服网络安全产业园（第二
总部）项目等共计来自40余家
企业及机构的项目进行了集
中签约。

据了解，起步于长沙，由国
防科大自主研发， 麒麟芯片与
飞腾操作系统共同构建的“PK”
体系， 目前已是国内最大的自
主IT生态。在这一生态上，聚集
了腾讯、阿里、华为、浪潮等400
多家核心企业， 并形成5大类、
24小类、134项生态要素， 具备
了完整的技术和产业体系。

“此次签约落户的项目将
成为金山基于湖南的政务型
项目最重要的支撑，而依托长
沙丰富的高校资源，下一步也
考虑成为金山新的产品、商业

形态的研发中心。” 北京金山
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CEO
葛珂介绍， 与PK生态融合，助
力湖南打造基础软件乃至计
算机信息产业完整产业链，将
帮助湖南在自主创新领域进
一步走在全国前列。

湖南长城副总经理郭在
砾也介绍，该公司构建的基于
“PK” 体系的智慧医疗云解决
方案，应用涵盖门诊、医疗BI、
健康卡、分级诊疗、智慧医院
等15个医疗相关应用系统。

交流会上， 金山软件、天
津麒麟、奇安信等16家企业就
合力构建“PK”体系产业生态
合作签约，胜云光电、中科院
电子所等14家企业就共建高
可靠信息装备创新应用中心
签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
10所高校、机构与长沙中电软
件园等签订了人才联合培养
合作协议。 ■记者 胡锐 朱蓉

现场

“有了5G，
异地恋不用烦”

40多家企业、机构集中签约
起步长沙的“PK”体系迎来“新朋友”

9月 11日
下午，2019世
界计算机大会
“人机对话：工
业互联网新境
界” 主题论坛
上， 嘉宾们就

“工业互联网
的 机 遇 与 挑
战” 进行圆桌
对话。
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