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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趟不容错过的火车”

近日，意大利总理孔特明确表示，
加入“一带一路”对意大利而言是“我
们国家的一个机遇”，是战略选择。意大
利参与“一带一路”并不意味着将被迫
做任何事情，而是得以参与此项目并开
展对话。据英国路透社报道，孔特透
露，他计划于 4 月访问中国，参加第二
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事实上，3月以来，随着意大利官员
透露意大利计划与中国在本月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各方舆论不
断发酵。《金融时报》 文章对此评论道，
意大利已准备好登上“一带一路”这趟
列车，成为第一个正式支持这项中国全
球倡议的七国集团国家。

意大利政府的表态赢得了诸多赞赏。
意大利 《晚邮报》 刊文表示，意大

利将从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中获得重
要回报，意大利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将从中受益，“希望我们不要错失‘一带
一路’这辆快车带来的绝佳机会”。意大
利经济和财政部部长乔瓦尼特里亚接受
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一带一路’是一
趟意大利不容错过的火车。”

《亚洲时报》 网站刊发 《马可·波罗
再次回到中国》 的评论文章称，在意大
利看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关乎
其国家利益的问题，它将带来双赢。意
大利一家出口信贷机构的董事长贝良米
诺昆迭里曾在 《中国观察报》 撰文称，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意大利提供了
广泛的商业合作机会。“一带一路”还

将推动消费品的需求，从而为意大利的
出口消费品带来新的机遇。这点也得到
了意大利农协的数据支持。意大利农民
协会的最新报告显示，2018年，“意大利
制造”的农产品对华出口创下新高，达
到4.5亿欧元，过去10年间增长了260%。

“低迷时刻促进合作”

“一带一路”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的黄金法则，给各方带去的是满满的合
作机遇。通过“一带一路”合作，东部
非洲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马尔代夫有
了第一座跨海大桥，白俄罗斯第一次有
了自己的轿车制造业，哈萨克斯坦第一
次有了自己的出海通道，东南亚正在建
设高速铁路，中欧班列成为亚欧大陆上
距离最长的合作纽带。

正如英国学者亚当·盖瑞撰文指出
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利益陷阱，也
不是排他性的地缘政治之争，而是在全
球经济低迷时刻促进合作，共同发展。

德国 《青年世界报》 网站文章称，
“一带一路”倡议给欧洲国家提供了巨大
的机会。欧洲东南端国家把自己的地理
位置从劣势变成了优势。例如希腊的比
雷埃夫斯港，如今已经成为欧洲增长最
快的集装箱港口。通过与中方港口运营
商中远集团合作，2007年至 2016年间比
雷埃夫斯港的营业额增加了 1 倍多。如
果比雷埃夫斯港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增
长，它将很快取代汉堡，成为欧洲第三
大港口。从比雷埃夫斯港出发，中国货
物通过火车继续运至斯科普里、贝尔格
莱德和布达佩斯。建设布达佩斯和贝尔

格莱德之间的铁路线预计耗资 28.9 亿美
元，其中的 85%将由中方筹集。在塞尔
维亚，相关工作已经开始。

非洲诸多国家也已经开始受益。埃
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哈
桑·拉杰卜最近表示，埃及近几年取得的
成就，尤其是经济改革、安全稳定以及
短期内实施的一系列重大国家发展项目
等，莫不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最
近在中国报道两会的肯尼亚记者奥尼扬
戈指出，肯尼亚已经从“一带一路”倡
议中获益，该倡议切实推动了肯尼亚经
济的发展，并给肯尼亚人创造了更多的
就业机会。在肯尼亚被称为“世纪工
程”的蒙内铁路建成通车，累计为当地
创造了将近 5 万个工作岗位，拉动经济
增长1.5个百分点。

“这是中国做出的贡献”

德国 《青年世界报》 网站近日刊文
称，“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亚非欧互联互
通，为沿线经济增长和中国自身发展铺
平道路。目前来看，几乎所有迹象都表
明它会成功。

“一带一路”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美国福布斯俄文网近日发表文章称，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巨大，是俄罗斯
新建运输基础设施的天赐良机，俄应当充
分利用这个机遇。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估
计，未来10年中国将向“一带一路”投资1
万亿美元。文章认为，对俄罗斯而言，这似
乎是新建运输基础设施的天赐良机，但这
个机会几乎尚未被利用。

沙特也表达出相似意愿。据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网站报道，中国是沙特最
大的贸易伙伴。两国都在寻求对方对其
领导人签署的政策倡议的支持。沙特之前
表示非常有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同时
希望中国成为本·萨勒曼的“愿景2030”计
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广泛的经济计划
旨在摆脱该国对石油收入的“严重依赖”。

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欧中研究中
心主任门镜指出，近年来，在“一带一
路”建设促进下，中欧班列越来越多，
大幅减少了货物运输的成本。“随着中国
进一步扩大开放，中欧围绕‘一带一
路’合作具有十分广阔的空间。双方需
抓住机遇，共同发展。”

正如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姆贝尔瓦·
凯鲁基在今年中国两会期间所说的，首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以
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积极支持和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签署“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更重要的是，在“一带一路”框
架下，世界各地不断涌现出新的合作项
目。“这是中国独创的一项全球性倡议，
是中国为世界做出的贡献。”他说。

上图：3月6日，位于长江安徽铜陵
段横港港区的东苑码头，港口机械在进
行装卸作业。据了解，随着“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全面实施，长
江黄金水道的地位愈加凸显。铜陵市以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以
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为抓手，不断优化港
口布局，积极发展绿色水运，在提升岸
线资源利用价值的同时，也助推港口经
济加快发展。今年1至2月份该市完成港
口吞吐量1414.77万吨。

铜陵日报记者 刘 敏摄

“一带一路”不是“陷阱”是“馅饼”
本报记者 张 红

最近，意大利表示出加入共
建“一带一路”的意愿，引发世
界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6
年来，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
大的合作平台，也是最受欢迎的
公共产品。迄今，已经有123个
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
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明确投出了支持票和信任票。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一带
一 路 ” 决 不 是 什 么 “ 债 务 陷
阱”，而是惠民的“馅饼”；决不
是什么“地缘政治工具”，而是
共同发展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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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奥列格·季莫
菲耶夫认为，中国不断增加的科研经费投入将为其经济
稳定和GDP增速提供保障。他指出，中国2019年科研经
费预算占GDP比重2.5%，超过2018年2.2%的比重；作为
比较，中国2001年的科研经费预算GDP占比是0.8%。

季莫菲耶说：“这些投入在大幅增长。这不是马上就
能有的发展，成本不能马上回收，但将来能够回收。这
说明，借助技术突破，中国将来不会放缓经济增速。”

根据俄高等经济大学分析人员的估算，中国的科研
经费投入仅次于美国，高于日本，2016年美中日三国的
科研经费投入分别为 5110 亿美元 （GDP 占比 2.74%）、
4512亿美元 （GDP占比2.12%）、1686亿美元。中国科研
人员总数为169万人，超过美国的138万人。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月13日报道

科研投入保障中国经济稳定

中国正在加强对扶贫工作的监督，以实现明年彻底
消除极端贫困现象的目标。中国精准扶贫已经实施了 6
年，中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
1660 万人，6 年时间减少了 8000 多万人。如此规模的减
贫幅度在世界范围内堪称罕见。近年来通过向地方有关
部门投入大量资金，中国已使中国最贫困居民的生活得
到大幅改善。这些资金流向发展工业、就业和教育等领
域。例如，今年中国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1260.95
亿元，同比增长18.9%，几乎是10年前的8倍。

——据新加坡《海峡时报》3月8日报道

中国扶贫资金是10年前8倍

过去 15年，中国成为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主要资
金来源。而如今，中国投资的种类变多了，感兴趣的不
再局限于向基础设施、政府和国有公司输送资源。随着
中国国内经济演变，更多依赖服务业和内需，中国对该
地区的投资也发生相应变化。

2005 年以来，中国对拉美最初的投资重点是采掘
业，但如今过半投资进入服务业。这种焦点转变带来新
投资者。中资商业金融机构和平台也纷纷进入该地区，积
极参与私营企业交易。除了联合融资工程和设立地区投资
基金，中国商业银行还加强在该地区的业务，并与国际银
行合作。这表明来自中国的投资结构正出现质变。

非国有投资者的日益参与，为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
资引入新动力和多样化。比如，巴西的新兴科技产业，
不断吸引到中国的大投资。此外，中国参与并购进入特
定的附加值产业，如智利的葡萄园、乌拉圭的肉类加工
厂，这也反映中国国内消费的新习惯。

——据《美国季刊》网站3月13日报道

中国拉美投资结构出现质变

C919国产大型客机101架机于2017年11月完成转场
西安阎良机场后的首飞，并随后完成约 60 架次的试飞，
目前处于进行包线扩展研发试飞阶段。图为中国飞行试
验研究院 C919 试飞团队发动机主管杜毅洁在查看 C919
客机101架机的发动机检修情况 （1月30日摄）。

新华社记者 邵 瑞摄

3 月 14 日，村民在扶贫大棚内移栽刚培育的西红柿
幼苗。近年来，安徽省怀远县榴城镇曹河村创新扶贫模
式，利用扶贫资金入股辖区一农业基地，建立起集育苗、蔬
菜种植为一体的“扶贫大棚”。贫困户在领取“分红”的同时
又可在农业基地打工挣工资，实现“双丰收”。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在里约为奥运开通的地铁4号线上，60%的车辆来自
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图为2016年8月1
日，地铁4号线首日运行。 王昊飞摄

目前，人工智能正处于第三次浪潮的初级阶
段，更加注重可解释性和通用人工智能技术。中国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应用市场开始接近国际领先集
团行列，积累了一定的优势。但我们也要看到，在
人工智能核心技术领域，如驱动 （计算） 资源和计
算理论方面，中国目前的发展还比较薄弱。

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规划》，明确了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三步走”
的战略目标。同年 12月，工信部印发了 《促进新一
代 人 工 智 能 产 业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今年两会期间，人工智能连续第三年被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智能+”的概念首次被提出。在国家
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下，中国人工智能正紧跟时代发
展步伐。

不止中国，近年来，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将人工
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牢牢抓住人工智能赋能各行
业的发展契机，使其助力传统行业实现跨越式升

级。人工智能正逐步成为掀起互联网颠覆性浪潮的
新引擎。

但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的。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
还有很多不足和“不能”。人工智能技术在很多方面
距离成熟应用尚存在技术瓶颈；人工智能的滥用有
可能带来道德伦理上的风险；人工智能技术垄断将
造成的新“数字鸿沟”同样不应被轻视。

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我认为有如下趋势：
机器将取代很多传统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往

往具有劳动强度大、附加值低、重复率高、规则清
晰、危险系数高等特点，存在着用工难的问题。而
人和机器关系的变化，将带来人机共生的新社会形
态。此外，基于场景的智能化应用将是未来的重要
的领域，包括生产、仓储、物流等。

影响人工智能发展的三个要素即驱动资源、数
据资源和计算理论，正在发生变化。5G和云端智能
等技术将促进分布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使数据在云
端通过学习生成知识成为可能，机器将具备认知和

学会学习的能力。DNA计算、神经计算和免疫计算
等新的生物驱动资源以及类生命材料技术的发展，
将带来一场生物智能的革命。人机混合智能将把人
类应用智能的水平带入一个新境界。此外，新的计
算理论特别是量子计算理论和芯片技术的发展，将
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未来，我们应当采取理性务实的发展路径，扎实
推进基础理论、芯片等核心计算资源短板的发展，营
造人工智能创新生态，注重人工智能法律和伦理方面
的研究。在开放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全速跑赢智
能时代，着力建设人工智能科技强国。

（徐莹莹采访整理）
上图：3 月 14 日，2019 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

会（AWE）在上海举行。博览会以“AI
上·智慧生活”为主题，近 900 家国内
外企业参展。图为参观者在观看智能
机器人的表演。

龙 巍摄（人民视觉）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科技与科技与经济发展新引擎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 孙富春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3月13日报
道，根据日美欧中四国专利局和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等公开的专利申请数
据，在过去 3 年里（2016-2018 年），人
工智能专利申请领域排名前50的企业
中，中国有 19 家，超过美国的 12 家。
在作为高科技竞争主战场的人工智能
领域，中国正在提升存在感。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3 月 15 日
报道，美国艾伦人工智能研究所发
布的研究报告表明，未来两年中国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开发成果可
能会超过美国。该报告称：“通过分
析转引最多的出版物，我方发现，
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开发成果开始
占据主导地位。”

瑞士 《沃森杂志》 近日刊登题
为 《中国人已经赢得了 IT 战争》 的
文章指出，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急于
支持人工智能的创新，但没有一个
国家像中国那样发布系统规划，并
有能力完成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