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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青岛8月7日电（李唐、吴登峰） 中国海军7日在黄
海、渤海相关海空域组织了实兵实弹对抗演习，最大限度检验体
系作战能力、战法训法、武器装备效能，共实射各型导弹数十枚。

这次演习是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调整后，海军首次
组织在黄海、渤海两个方向同时实施的大型实兵实弹演习，是根
据年度训练计划做出的例行性安排。

演习参演兵力以各战区海军为主，包括空军部分兵力，涵盖
航空兵、潜艇、水面舰艇和岸防部队各类作战平台。参演部队分
为红蓝双方进行“背靠背”攻防演练，数十艘水面舰艇、潜艇，
10余架飞机和岸导部队组成多个突击群，紧扣实战要求，聚焦重
难点问题，展开了诸军兵种合同对海对陆突击、航空兵制空拦截
等10多个课目的演练。

2017 年 8 月 4 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与阿里
巴巴签署《构建智慧城市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应
用阿里巴巴领先的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为澳门
构建城市治理的人工智能中枢。据介绍，“城市大
脑”是目前全球最庞大的人工智能系统，被誉为人
工智能领域的“登月计划”。

事实上，这只是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领域飞速
发展的一个例子。最近以来，中国人工智能领域在
不断突破自身的同时，逐渐站上世界潮头。

成果喜人

最近，在一系列世界人工智能比赛或排名中，
来自中国的团队不断斩获佳绩。

前不久，在一年一度的计算机视觉领域权威比
赛“ImageNet大规模视觉识别挑战赛”中，来自中
国的自动驾驶公司Momenta 研发团队的孙刚和胡杰
与来自牛津大学的申丽合作，提出SE架构，以2.3%的
识别错误率荣获物体识别冠军。这家中国公司，去年
才成立，就已拥有多位世界顶尖的深度学习专家。

7月 18日，在由斯坦福大学发起的一项机器阅
读与理解比赛中，由科大讯飞与哈工大联合实验室
提交的模型，在全球自然语言理解研究领域脱颖而
出跃居头名。这也是中国本土研究机构在这场国际
顶级机器阅读比赛中首次夺冠。

而在国际知名调研机构 Gartner6月 16日公布的
2017 年全球云计算魔力象限中，阿里云紧跟亚马

逊、微软、谷歌之后进入前四。这也是中国云计算
厂商首次跻身其中。

此外，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中国企业，也
大量招揽了人工智能领域的世界顶级人才，甚至在
硅谷专门设立实验室。以蚂蚁金服为例，其人工智
能团队是整个公司博士比例和海归比例最高的团队。

外界瞩目

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飞速发展，很早就引起了外
界关注。在7月的一篇报道中，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举
了两个今年年初的例子。一个是微软高管陆奇宣布，不
再任职这家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而是出任百度公司
的首席运营官。一个是今年1月底，人工智能发展协会
推迟了年会日期，原因是其既定日期与中国春节冲突。

“这些事件再次表明，中国在某些人工智能领域
的地位仅次于美国——甚至已经超过美国。”《经济
学人》这样感慨。

这个判断并非毫无根据。今年 6 月底，咨询公
司普华永道在 《人工智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中预
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达到15.3万亿美元的规
模，其中中国预计将获益 7 万亿美元，成为人工智
能领域的最大受益国。与之相比，美国虽然是最早
受人工智能影响，但预计获益只有3.7万亿美元。

动能强劲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优势来自哪里？答案可能

是，来自政府和庞大的市场的支持。
近日，国务院印发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这是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第一个系统部署的文
件。其中明确了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目
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
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更为外界广泛瞩目的，是中国庞大的市场为人
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能。

中国人工智能站上世界潮头
本报记者 刘少华

本报北京8月7日电（记者陈劲松） 记者今天从民政部获悉，
8月 4日以来，西北、华北等地部分地区遭受强降雨袭击，其中，
8月6日，甘肃东南部、陕西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甘肃陇
南和天水局地降大暴雨 （100－191 毫米），导致北京、河北、山
西、内蒙古、陕西等8省份遭受洪涝、风雹等灾害。 截至8月7日
9时统计，上述8省 （自治区、直辖市） 27市 （自治州、盟） 40个
县 （区、旗） 8.1万人受灾，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1亿元。

据辽宁省民政厅报告，8月 2日－5日，辽宁西部和东南部出
现暴雨或大暴雨，鞍山、丹东、大连等局地特大暴雨，其中，鞍
山市岫岩 （317.3毫米）、朝阳市区 （180.3毫米） 日最大降水量突
破历史极值，喀左、建昌日最大降水量突破8月份历史极值。强降
雨导致部分道路毁损，电力中断。截至 8 月 7 日 9 时统计，大连、
鞍山、丹东等 7市 22个县 （市、区） 57万人受灾，3人死亡，1.5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700余间房屋倒塌；农作物受灾面积66.4千公
顷，其中绝收7.2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1.9亿元。

西北华北遭受洪涝风雹灾害
辽宁洪涝灾害造成3人死亡

西北华北遭受洪涝风雹灾害
辽宁洪涝灾害造成3人死亡

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7日电（记者杨维汉、荣
启涵、刘懿德）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俞正声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7日上午飞抵呼和
浩特，出席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动。中
央代表团在机场受到内蒙古各族群众的热烈欢迎。

8月的内蒙古阳光灿烂，风和日丽。呼和浩特
白塔机场洋溢着喜庆欢乐的节日气氛。用蒙汉两种
文字书写的“衷心感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亲切关怀”“热烈欢迎中央代表团”的巨幅标语
格外醒目。

上午 10 时许，当中央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平稳
降落时，等候在停机坪上的800多人的欢迎队伍爆
发出热烈掌声和欢呼声，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各族
群众载歌载舞，向代表团表示欢迎。俞正声走出飞
机舱门，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

担任中央代表团副团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张平，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中央军委委员、军
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一同走下舷梯。中央代表团
成员同期抵达。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
恒，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布小林等在机场列
队欢迎。俞正声率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与前来迎接
的内蒙古自治区有关负责人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伴着动人的乐曲，蒙古族少女向中央代表团成员敬
献蓝色的哈达。

呼和浩特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从机场到代表
团下榻的饭店，沿途主要街道两旁装饰着横幅和标
语。

中央代表团7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呼和
浩特，出席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动。
代表团由 63 人组成，成员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部门以及人民团体，解放军、武警部队，新疆、

广西、宁夏、西藏4个自治区和对口支援内蒙古的
北京市负责人等。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7日电 （记者荣启涵、
杨维汉） 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俞正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
向内蒙古自治区赠送纪念品仪式。中央代表团向内
蒙古赠送了习近平总书记题词贺匾、题词座屏等纪
念品。

贺匾端庄大气，习近平总书记“建设亮丽内蒙
古 共圆伟大中国梦”的题词以及蒙语译文，位于
贺匾正中。边框立体浮雕 70 朵祥云，代表内蒙古
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的光辉历程，中央部分以中国
红为底色，暗描亚光金色盘长纹象征着吉祥、幸福
和永恒。

在赠送纪念品仪式上，俞正声和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一同为习近平
总书记题词贺匾揭幕。

中央代表团赠送的纪念品充分考虑到内蒙古各
族群众的实际需要，既有民族特色又符合当地习
俗，既有纪念意义又务实简朴。纪念品共计 9 大
项，包括贺匾、座屏、《草原歌盛世》 皮雕、晶雕
彩绘摆盘、奶茶具、多媒体教学一体机、鼓号队乐
器、绘本图书和科学实验玩具、大型洗衣机等。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7日电 （记者杨依军、
刘懿德） 7 日上午，内蒙古展览馆迎来尊贵的客
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
表团团长俞正声率代表团全体成员来到这里，参观

《守望相助 团结奋斗——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周年展览》。

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展览以党中央
对内蒙古自治区的亲切关怀开篇，分为“革命风
云·建立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艰苦创
业·民族区域自治的探索与实践”“扬帆起航·开创
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抢抓机遇·实现新世

纪新阶段发展新跨越”“守望相助·打造祖国北疆亮
丽风景线”等五个单元，充分反映了内蒙古自治区
成立 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党
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光辉照耀下，草原儿女守望相
助、团结奋斗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7日电 （记者荣启涵、
熊争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
央代表团团长俞正声7日下午在内蒙古新城宾馆会
见了内蒙古自治区离退休老同志和各族各界群众代
表，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7日电 （记者熊争艳、
刘懿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
央代表团团长俞正声7日下午率代表团部分成员分
别赴内蒙古军区、武警内蒙古总队、武警内蒙古森
林总队慰问，并会见自治区政法干警代表，代表党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代表习近平主席向大家
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7日电 （记者杨依军、
刘懿德） 7 日晚，内蒙古乌兰恰特大剧院载歌载
舞，欢声雷动。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文
艺晚会《赞歌》在这里精彩呈现。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俞正声和各
族各界干部群众等共约1300人观看演出。

赞歌飞扬，信心满怀。晚会在朗诵和歌舞《这
是我的家乡》中拉开序幕。整场晚会分为“旭日东
升”“亮丽北疆”“守望相助”三个篇章，热情讴
歌自治区 70 年繁荣发展的辉煌成就，充分展示
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蒙古的成功实践，
表达出各族儿女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
梦的共同心愿。

晚会在全场大合唱《歌唱祖国》中圆满落幕。
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刘延东、孙春兰、张平、王

正伟、张阳和代表团全体成员一同观看演出。

中国海军在黄渤海实兵实弹演习

俞正声率中央代表团飞抵呼和浩特

出席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
向内蒙古自治区赠送纪念品

据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7 日表示，联
合国安理会近日通过的第2371号决议反映了安理会成员一致立
场，中方始终主张朝鲜半岛问题应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呼吁国际
社会支持“双暂停”倡议和“双轨并行”思路。

8月6日，安理会就朝鲜近期试射弹道导弹问题一致通过第
2371 号决议。耿爽说，该决议符合维护半岛及地区和平稳定、
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及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目标，符合此
前安理会相关决议精神，反映了安理会成员的一致立场。

耿爽说，我们为此提出了关于朝鲜暂停核导活动和美韩两
国暂停大规模联合军演“双暂停”倡议、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双轨并行”思路。这是客观公正、合情
合理的方案。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上述倡议，为解决朝鲜半
岛问题开辟现实途径。这也是安理会第2371号决议的精神。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涉朝决议反映安理会成员一致立场

8 月 7 日，中国新一代远洋综合科考船“科学”号从深圳起
航，赴西太平洋卡罗琳海山区，开展地形地貌、底质环境、生物
生态、理化环境等多学科综合调查与研究。图为“科学”号准备
从深圳赤湾码头出发。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摄

“科学”号赴西太平洋考察

8月 7日，是二十四
节气中的“立秋”，来自
全国8省份近2万名苗族
同胞在湖南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
洞村共同欢庆苗族最盛
大的活动“赶秋节”。

这是去年 11 月“苗
族赶秋”入列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
国内首次在立秋这天进
行集中赶秋展演活动。

图为来自花垣县的
苗族同胞在表演迎秋鼓。

王天聪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石家庄8月7日电（记者王昆） 7日，记者从河北雄
安新区管理委员会了解到，中国雄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于7
月18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公司是经河北省政府批准成立，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国有独资公司，初期注册
资本100亿元人民币。

中国雄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职能是创新投融资模
式，多渠道引入社会资本，开展 PPP 项目合作，筹措新区建设
资金，构建新区投融资体系；开展土地一级开发、保障性住房
以及商业地产开发建设和经营；组织承担白洋淀环境综合整治
和旅游资源开发经营；负责新区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市政公
用设施建设和特许经营；参股新区各类园区和重大产业项目开
发建设。

中国雄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中国雄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图为观众在6月初举行的第二十届中国北京
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现场体验人工智能产品。

赵晨光摄 （人民视觉）

苗族同胞共庆苗族同胞共庆““赶秋节赶秋节””

8月 8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健身锅庄舞交流展示大赛在
拉萨市举行。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摄

拉萨举行健身锅庄舞大赛拉萨举行健身锅庄舞大赛拉萨举行健身锅庄舞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