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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创新高地北京中关村近日迎来科技盛会，来
自中、美、俄、德、法、日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
家、企业家、投资人齐聚2019中关村论坛，分享前沿研究
成果，把脉未来产业发展，共话科技成果转化。

硬科技通常指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长期重大、深远影响
的科技，包括航天、人工智能、基因工程、新能源等。今年，中
关村论坛推出的第一个平行论坛就是“硬科技与青年创业”，
聚焦那些取得技术突破，能迅速形成生产力的领域。

在航天领域，北京千乘探索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苗建
全说：“几年前国务院发文，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家民用空
间基础设施建设，拉开了中国商业航天大幕。”他认为，中
国商业航天经过 5年酝酿、探索、突破，目前已开始形成
商业链条，展现广阔前景。千乘科技自主研发的遥感卫
星，成功发射入轨，运行稳定，该公司围绕“研制卫星、
运营卫星、使用卫星”，通过“做、管、用”实现太空中航
天核心资源产品建设，为各行业提供遥感、通信、导航定
制服务。

从事卫星发射和相关制造的多家民营公司集体亮相
“前沿产业展论坛”，其中一家公司已实现1箭7星的成功发
射和入轨运营，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卫星商业发射公司
之一。当前，商业航天蓬勃发展，正在形成“天地一体”
的新产业，融入各行业发展和百姓生活。

2019年是5G商用元年，5G应用成为论坛热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柯教授认为，智能手机在5G环境下

功能将更强大，可以完成突发疾病的即刻感知、报告和呼
叫急救等功能。在文体领域，5G+8K 正带来更震撼体验。
比如体育比赛转播，5G高容量可同时把N个机位信号和内
容传出来，再通过合成，形成 360 度场景体验，让观众随
心所欲选择观看角度，视听感受甚至比身临其境还要震
撼。北京冬奥将是人类开始进入5G时代的一场重要体育赛

事，5G直播将会带给观众非凡的冰雪体验。
5G变革除了文体消费领域之外，还将在更广阔的产业

领域实现，比如推动形成海、陆、空、天一体化的综合通
信网，构建时时处处永不离线的世界。

农业如何通过模式创新实现新发展？今年，中关村论
坛首次将“未来农业”列为平行论坛之一，探讨农业前沿
科技与未来发展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合成表
示，科研国家队要发挥龙头作用。“所谓未来农业，就是生
产者以新生产方式，满足消费者对安全、绿色、健康、多
元的产品、业态和服务的需求。”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科
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王汉中院士言简意赅。

一直以来，实现规模化经营是中国农业面临的一大难
题。“通过新的信息技术，实现分散土地的虚拟整合。”海
归科学家、北京佳格天地首席执行官张弓的思路让听众耳
目一新。此外，他说，中国传统农业借助气象卫星和气象
大数据，正在由传统上“看天吃饭”变为“知天而作”，防
灾减灾能力大幅提升。

智慧农业的发展催生城市植物工厂，使城市有望解决
自身的有机农产品的供应问题，不再只是农产品的消费
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朱信凯如是表示。

传统工业正焕发新生机。“工业互联网是推动传统工业
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李新社介绍，实现数字化前，各家企业是孤立分散的存
在，有了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就聚合起来，实现资源泛
在连接、弹性互补、高效重新配置。用友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高级副总裁王健通过两家企业进行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大幅降低经营成本、缩短生产周期，生动诠释了工业
互联网的强大能力。

“未来”是论坛上热词之一，与会很多嘉宾展望新科技
创造的愿景不仅美好而且触手可及。

北京开元马腾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廖天行表示，
该公司打造的电动汽车智能换电站可以 2分半之内完成电
池替换，充电及其它方面成本比特斯拉电动汽车大大降
低。开元马腾的目标是让电动汽车共享出行像共享单车一
样方便。

安声科技首席执行官刘益帆表示，其公司开发的主动
降噪技术可使声波在传播过程中互相叠加、抵消，达到降
噪效果，为人们创造安宁环境。极睿科技将AI应用于时装
设计，赋予时尚全新可能，带来更为价廉物美的新款式，
有效减少企业的库存和浪费。

论坛现场还展示了众多前沿创新成果，超高速光固化
3D打印机、融合现代与传统的中医舌象仪、让人元气满满
的睡眠舱……新产品让人目不暇接，它们正在走出实验
室，进入寻常百姓家。

本报电 （记者朱竞若、王昊男） 2019 中关
村论坛近日在京举行“5G赋能未来产业平行论
坛”，海内外业内专家学者共聚一堂，畅谈产业
未来。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就“5G产业与应
用发展”作精彩发言。

“移动通讯大约10年发展一代，每一代峰值
速率都是前一代的约 1000 倍。5G 是 4G 的自然
延伸，更是一场革命。”邬贺铨说：“如果说
1G-4G是面向个人的，5G则是面向产业互联网
的，它是增强移动宽带，低时延、广覆盖、大
连接，支撑移动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应用，
推动了物联网向智能物联网发展。”

他介绍了当前5G在高清直播和工业、农业
中已经落地的应用。

5G 使高清晰、高精度、高动态的视频直播
变得可能，让观众可以获得360度“沉浸式”视
听感受。人们有理由对 2020 年北京冬奥会直播
抱有特别期待。高清直播将在远程医疗领域大
显身手，并且已有很多这方面的成功案例。

5G给玩家带来全新的云游戏体验。基于5G
高可靠、低时延、高带宽特点，玩家直接在

“云端”就可玩极具震撼力的大型高端游戏，
“云端”直接赋能终端，激发该产业的更大活力。

5G环境下，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将
获得空前发展，改变传统教育模式，全球优质教
育资源可以得到更大程度挖掘、创新和分享。

在工业领域，5G 环境下的工业互联网将在
物流、建筑、冶金、化工、机械制造等领域广
泛落地，实现生产流程的再造，全面推进自动
化、智能化。在这方面，邬贺铨举例说，在上
海首个 5G+工业互联网园区内，过去，电缆对
连靠有经验的技工与助手合作操作完成，现
在，普通工人戴上 5G AI 头盔根据指令对接即
可，大大提高了效率和准确性。

机器人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集大成者，5G 将
使人类对机器人的应用能力大幅提升。比如，
5G 摄像头将使机器人更好模仿和学习人类动
作。利用5G可以同时指挥数大批机器人协同工
作，还可进一步提升其智能性。

在农业领域，装载5G摄像头的无人机可实现对田地作物的精准拍摄，
结合人工智能识别技术，可准确把握农产品的品质和产量，更好对接市场。

在金融领域，金融机构可通过5G摄像头跟踪评估企业的产品、仓储
等，实时了解企业情况，对接其金融需求。

5G带来的震撼超越个体在生产和生活中的体验，具有空前的广泛性
和普遍性。据测算，到 2035 年，5G 将给全球产出增加 12.3 万亿美元；
2020-2035年将使全球GDP增加7%，新增大批就业机会。5G是网络新技
术的集中体现，是当代高新技术的制高点之一，它与物联网、云计算、
人工智能的融合发展正催生新业态。随着5G的全面渗透，社会发展和民
生服务将不断获得新动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将成为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新引擎。

科研单位：破除壁垒 扩自主权

“科创30条”有诸多亮点。比如，落实科研单
位选人用人、经费使用、成果转化授权等自主
权，通过赋权激励，增强创新活力。再比如，推
进人才培养、人才评价、外籍人才引进与服务机
制等，破除人才体制机制制度壁垒。此外，试点
提高间接费用核定比例至30%，最高可提高到60%,
加强科研人员激励力度。

“这是北京市为深入贯彻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更好践行高质量发展，更高起点、更高层
次、更高目标上，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
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更大改革动力而出台的又一重
要改革文件。”北京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
秘书长、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表示。

中关村管委会发布的《关于促进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药品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
措施》共 25条，从药品医疗器械技术创新、专业化
平台建设、企业开拓市场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
持。同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关村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发展的若干措施》，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创
新政策，将为缓解科技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发挥积极作用。

科创平台：华为北上 鲲鹏展翅

“20项央企应用场景建设项目”是推进新技术
落地的全新尝试，犹如新技术的“试衣间”。据介
绍，这批项目面向在京 76家央企征集而来，技术
涉及 5G、AI、智能装备、节能环保等领域，应用
于城市运行管理、高精尖产业发展等方面。

在重大科创平台共建项目方面，围绕智能制造
系统创新研究、操作系统等，几个覆盖行业全链条
的创新支撑平台搭建起来，并在发布会上举行平台
揭牌仪式。

“北京鲲鹏联合创新中心”由华为公司和北京
市经信局等联合建设，将打造与 X86 体系共存系
统，建设开放共赢的产业生态，包括但不限于
CPU处理器、AI处理器、操作系统等，重点打造
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关键核心产品，有望
解决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魂”的问题。

“国家智能制造系统创新研究院”项目将以智
能制造共性技术、核心关键装备和标准研制及工
程化应用为重点，将在2-3年间，建成国家制造业
创新中心和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

中关村企业涉外法务服务站旨在协助中关村
企业应对海外发展中的法律问题，维护中关村企业
合法权益。

中外合作：立足前沿 瞄准高端

发布会上还举行了9个国际、国内区域协同创
新合作的签约或落地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值得一提的是，中关村管委会与日本科学技术
振兴机构、日中经济协会就加强创新合作，建立常
态交流对接机制，签订合作备忘录；中国科学院、曼
彻斯特大学、法国泰雷兹等单位围绕生物制药、人
工智能触觉传感芯片、下一代空管系统、工业互联
网等领域，分别在京落地一批重大项目。其中，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将与瓦里安共建的“瓦里
安中国研发中心”项目，开展人工智能、大数据、工
业物联网技术的研发和临床应用。

论坛期间，乌克兰船舶科学院院士雷杰科
夫、亚历山大，乌克兰交通运输科学院院士布克
托夫等3位专家签约落地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

“这些项目落地，充分展示北京扩大开放创
新，与国际加强协同创新的决心与举措。”中关村
管委会主任翟立新表示。

外籍院士集体签约、推出“科创30条”、发布
中关村指数 2019……刚刚闭幕的 2019中关村论坛
让这个方寸之地再次成为焦点。近年来，中关村
牢牢把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加大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创新之火在
中关村越烧越旺。

这是一组令人振奋的消息：芯视界自主研发
量子点光谱传感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第一次实现
了光谱仪的传感器化；梦之墨开发的液态金属电
子增材制造技术是国内外首创的变革性电子制造
技术，率先实现了液态金属 3D 打印 （增材制造）
技术的产业化……“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设
计、5G移动通信、石墨烯材料制备、液态金属增

材制造、创新药物与医疗器械等领域，中关村的
很多技术创新已经实现与全球同步甚至领先。”中
关村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这是一种令人欣喜的趋势：目前，中关村已
有近万名外籍人才和3万多名海归人才；聚集了跨
国公司区域总部和研发中心约 300家，《财富》 世
界500强企业中有130家在中关村设立了子公司或
研发机构，吸引了美国微软创投加速器、英特尔
开放创新实验室等一批世界知名创新机构。创新
资源全球配置，开放发展在中关村已成趋势。

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全球高端要素资源
聚集、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活力四射的中
关村，正在不断生长。

2019年中关村论坛发布一批重大创新政策和国际合作项目

北京科创按下“加速键”
本报记者 朱竞若 贺 勇 王昊男

推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30条改革举措（“科创30条”）、促进中关村药品医
疗器械产业创新发展25条措施、促进中关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发展14条政策集中对
外发布；“20项央企应用场景建设项目”在京落地；瓦里安中国研发中心、AI触觉传
感芯片等重大项目落户北京，鲲鹏联合创新中心揭牌……刚刚落幕的2019中关村论坛
举行重大成果发布会，发布一批重大创新政策和国际合作项目，为北京高质量建设具
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按下“加速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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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 新产业 新生活
本报记者 朱竞若 贺 勇 王昊男

活力中关村
创新新高地

本报记者 王昊男

活力中关村
创新新高地

本报记者 王昊男

观众在展会上参观民用卫星模型。 陈晓根摄

参观者在展会现场与机器人互动。 陈晓根摄

参观者在欣赏超高速光固化3D打印作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