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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人工智能产业共同体

不同于传统产业，人工智能最核心的特点是跨技
术、跨行业的，需要构建产业内部协同的新机制。

会上，青岛在国内首创提出建立人工智能产业共
同体。华为、科大讯飞、商汤科技、旷视科技、海康
威视等人工智能产业知名企业，海尔、海信、歌尔等
青岛本土行业领军企业作为共同发起方参会。

“本次会议首次提出‘人工智能产业共同体’概
念，聚集了我国人工智能领军企业，搭建了头部企业
交流合作的平台。青岛是山东乃至全国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的高地，特色突出、基础扎实，形成了富有特色
的发展模式。希望青岛未来为全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提供借鉴。”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王新哲说。

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表示：“众多
人工智能领域头部企业聚首青岛，建立‘人工智能产
业共同体’，是要做一次引领性、创造性的探索。未
来，青岛将建立完善人工智能产业共同体工作机制，
努力推动青岛快速成为我国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最集
中、最齐全的城市，打造中国人工智能科技服务产业
高地。”

会上，百度、华为、腾讯、科大讯飞、商汤科技
等15家企业代表面向全球，发布了共同起草的《人工
智能产业共同体青岛宣言》，表示将依托青岛人才、科
技、金融、产业等政策优势，吸引更多人工智能新锐
企业和领军人才来青投资兴业，实现合作共赢。

据悉，青岛在会上宣布将从明年开始，每年举办
一届世界人工智能应用大会，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领域
最具国际影响力、吸引力、带动力的高端会议。

掀起人工智能行业“头脑风暴”

科大讯飞的人工智能在全球首次通过国家执业医
师资格考试，从而使机器具备了全科医生的潜质；腾
讯 AI 智能实验室开发的类似 AlphaGo 的围棋博弈系
统，获围棋比赛三连冠；旷视科技的物流供应链方案
解决了仓储行业里每年“双 11”和“618”面临的用
人荒……会上，业界企业家们介绍的人工智能案例让

人惊叹，现场嘉宾对人工智能未来的展望，更引发众
人期待。

“数字是数字经济的新的生产要素，去挖掘数据这
个‘石油’的关键工具，就是我们看到的新的技术，
包括人工智能、互联网、5G等最新技术等。”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EBG副总裁喻东说，青岛要开放人工智能
应用场景，而场景带来的是数据，数据吸引的是工
具，在这样一片场景的土壤上，势必会孵化新的产业。

腾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侯晓楠介绍说，“未来城
市的概念将通过人工智能串联成全新的交互方式，让
市民对城市的感知更加具体、可视化。”

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付英波认为：“未来一
年里，人工智能在银行、城市安全和新媒体产业有大
量应用。未来1年到3年，人工智能将在新零售、新物
流、智能制造领域迎来大规模应用。未来3年到5年，
医疗、自动驾驶、家用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方面，也
会有大量人工智能的应用爆发。”

海尔的“衣联网”打破了以前洗衣机、服装、洗
护用品等各个行业相互割裂的情况，通过人工智能、
物联技术等围绕用户使用场景将其有机融合。比如，
通过语音对话的方式选择洗涤程序，通过图像识别的
方式智能选择洗涤方式，通过智能穿衣镜为用户提供
服饰搭配方案等，使用场景愈发丰富，使用体验更加
便捷。”

海尔集团总裁周云杰介绍说，未来，海尔智家将
实现从智慧家庭到智慧社区向智慧城市的延伸，依托
海尔的平台，从制造业复制到衣、食、住、行、康、
养、医、教等多行业，推动行业转型升级。

海信在人工智能的布局上同样呈现了从家庭到社
区到城市的升级路径。“借助海信的智能交通，目前青
岛市内很多道路已经实现了‘绿波带’，私家车辆按照
设定速度行驶，在特定路段碰到红绿灯的时候，基本
都是绿灯。”海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贾少谦认为，“人
工智能产业与中国传统制造产业正在深度融合，助力
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目前将很快进入到人机协同的新
时代。”

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国际客厅”

青岛高新区与国家工业信息安全中心落地“国家

工业互联网平台体验中心”，青岛胶州市与华为落地
“人工智能创新中心”，西海岸新区与商汤科技落地
“区域总部”，青岛莱西市与 SEMI 国际半导体协会落
地“SEMI青岛全球半导体产业创新中心”，山东科技
大学与科大讯飞共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应用暨产业
人才培养基地”，青岛海尔与华炫鼎盛共同打造“工业
互联网产融平台”……

一个个项目的现场签约、揭牌，是人工智能企业
对青岛认可的最佳行动表达。企业看好青岛的原因，
在于这座城市拥有人工智能发展的肥沃土壤。

业内专家认为，人工智能的魅力在于，其与医
疗、教育、工业、农业等深度融合应用上拥有无限前
景，而青岛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天然实验场：青岛工业
体系结构完备，拥有像海尔、海信、青啤、中车四方
等一批世界知名的制造企业。青岛一直是中国制造业
的领头城市之一，拥有1200多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
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目前，青岛工业互联网、5G
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新兴产业快速
发展，为人工智能发展奠定了基础。

今年10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支持创建济南青
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是继上海(浦东)人工智
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之后，全国第 2个人工智能创新应
用先导区。会上，该先导区建设正式启动，为青岛发
展人工智能应用与服务开辟重要阵地。

依托海尔、海信、中车四方、东软载波、歌尔声
学、双星集团、澳柯玛等本土企业，青岛在智能家
电、智能交通、智能制造、智慧医疗等领域已有较好
发展。

独木不成林。目前，青岛正在优化产业营商环境
上下功夫，研究制定出台涵盖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研
发、产品开发、标准制定、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政策，
构建人工智能应用服务体系，推动一大批大中小相结
合的行业应用企业，形成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建设开
放、包容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国际客厅”。

据悉，青岛已在制定人工智能产业扶持政策，华
为、商汤科技、科大讯飞等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参与起
草，完成后将由政府论证完善，以便让扶持政策能精
准“滴灌”到企业最渴望之处。

产业基础雄厚、“国字号”战略加持、产业生态完
善、政策扶持有力，青岛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国际客
厅”，前景可期。

12 月 1 日，山东青岛—釜山地方经贸合
作交流会在韩国釜山成功举办。山东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家义出席会议
并致辞。来自釜山市政府、釜山商协会机
构及企业、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山东省
和青岛市代表团及相关企业的 140 余位代表
参加了会议。

刘家义在致辞中指出，山东与韩国隔海
相望，是“一带一路”重要交汇点，也是中
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桥头堡。青岛是与韩国
交流最为密切的中国城市之一，已经成为山
东对韩合作的一张靓丽名片。目前，山东进
入了高水平全面开放的新阶段，致力于搭建
开放合作的广阔平台、构建开放合作的产业
生态、释放加快开放的制度红利、培厚开放
发展的优良土壤，希望山东青岛和釜山共同
寻找合作机遇，共建发展共赢桥梁，积极拓
展更广阔的合作空间，加快贸易合作步伐，
不断深化海洋和港口合作，携手推进人文交
流，推动双方合作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
前进。

“非常欢迎山东代表团访问釜山，此次访
问对于双方有着划时代的意义。2012 年，釜
山与青岛建立了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在金
融、港口、旅游等领域积极开展合作，取得
丰硕成果。两市分别设立的青岛韩国工商中
心和釜山青岛贸易事务所可以说是中韩地方
城市经济合作的范例。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
机，进一步深化釜山与山东、釜山与青岛的
交流与合作，开拓创新合作领域，携手实现
互利共赢。”釜山市市长吴巨敦表示。

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郭鹏在合作交流会上
表达了对双方未来合作的展望：青岛和釜山
交流合作密切，此次召开经贸合作交流会，
必将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韩中友好亲善协会会长徐义泽认为，随
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韩两国已成为愈
加紧密的经济合作伙伴，众多釜山企业选
择落户青岛，往返于两市之间，未来合作
潜力巨大。

交流会上，青岛市委常委、副市长薛庆
国围绕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
区和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规划建设情况
进行了专题推介。他同时介绍了当前青岛正
努力建设山东面向全国、全球的“国际客
厅”，欢迎广大韩国企业积极参与，依托自贸
试验区和上合示范区的政策和平台优势，共
同开展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多领域合作。

据悉，交流会上还举行了青岛市与釜山
市深化合作备忘录、青岛农商银行与釜山银
行金融领域合作、青岛莱西与DA （株） 新能
源装备合作项目的签约仪式。

日前，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
码头 （二期） 投产运营 （见右下图）。
其推出的自主研发、集成创新的氢动
力自动化轨道吊、5G+自动化技术等6
项全球首创科技成果，助力码头仅用
时一年半就实现了投产运营，为全球
同类码头建设周期的1/5，向全球港航
业奉献了“中国方案”。这其中，除了
中国“智”造的含金量和建设速度，
在港口经营许可证审批环节，从“30
天”到“7 天”的审批“流程再造”，
也刷新了行政审批法定许可办理的青
岛速度。

“港口经营许可证的审批是一个专
业性非常强的项目，这次能够在 7 天
内拿到经营许可证，为我们节省了大
量时间成本，对港口正常运营至关重
要。”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常务
副总经理杨杰敏表示。

此次投产运营的二期工程岸线长
660米，2个泊位，设计吞吐能力为170万
标准箱/年，配备9台双小车岸桥（STS）、

38 台高速轨道吊（ASC）和 45 台自动导
引车（L-AGV）。而此项行政许可法定
的办理时限是 30个工作日，如果按照
传统审批流程，无法确保自动化码头
在计划时间内的“持证经营”。

与此同时，港口经营的审批事项
也是一项复杂工作，需要多部门联
动，多流程验收与查验，如何在效率
与质量之间做好平衡，既不因提高效
率影响质量，又不因追求质量降低效
率，青岛行政审批管理局将着力点放
在了“流程再造”上。

“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创新审批流
程，实施‘并会联审’机制，同时联
合多部门启动审批服务顶格协调机
制，设置首席审批官，简单地说就是
赋予最专业的人最高效的审批权，减
少决策流程，提高决策效率。”青岛市
行政审批局副局长王军介绍说。

“并会联审”机制，不同于并联审
批，而是将审批环节中最耗时的现场勘
验和技术审查两个环节实施合并的一种

审批方式。对于港口、水利等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在审批环节大多需要进
行现场勘验和技术审查。“流程再造”
就是要精细到每一个可提速的空间，探
索新的机制办法。

“这两个环节，参与的主体多是行
业专家，审查勘验的内容多是技术指
标，时常出现同样一个审批项目，同
样一批专家参加不同的审查勘验环
节，造成周期长。‘并会联审’就将评
审会开到项目现场，实施完现场勘验
随即转入技术评审会，不再拆分成若
干环节，分时举行，大大压缩了审批
周期。此外，在实施审批官制度的同
时，我们还积极协调市交通运输局等
行业主管部门的业务专家，组成了 6
人技术小组，确保审批专业性。”青岛
市行政审批局市场主体服务处处长田
启功介绍说。

据悉，接到青岛港审批诉求以
来，青岛市行政审批局市场主体服务
处立即成立专项业务小组，安排专员

对该事项进行点对点帮办代办，提供
延时服务，协调市交通局现场勘验，
组织专家进行专业评审会，联合多部
门推进审批服务，以深层次的制度创
新研究创造，刷新了“青岛速度”。下
一步，该局将从不断优化服务的角度
出发与青岛港企业合作，专题研究港
口领域行政审批服务工作的地方标
准，力争创造在全省、全国港口城市
的港口领域行政审批服务工作经验。

青岛获“最佳引才城市”奖
本报电 11月29日，在中国年度最佳雇主颁奖盛

典上，“2019中国年度最佳雇主最佳引才城市”榜单揭
晓，成都、宁波、青岛、无锡获此殊荣。

该奖项由智联招聘联合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
心、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哈佛商业评论以及国际权威
等共同发起，旨在通过专业科学的调查和评选，从

“雇主”角度观察城市在人才吸引、保留和发展中的
表现，从人才的流动和活力角度去衡量城市品牌的影
响力。

青岛获批金融科技应用试点
本报电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等6部委办公

厅联合下发 《关于开展金融科技应用试点工作的批
复》，原则同意山东省等10个省 （市） 申报的金融科技
应用试点工作方案，试行一年。其中，青岛获批成为
山东省金融科技应用试点城市之一。

青岛将结合国家、山东省及青岛发展战略，围绕
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金融科技深度融合、服务民生、
加强监管三方面做出有益探索。

青岛中德“国际客厅”揭牌
本报电 11月28日，青岛中德“国际客厅”招商

推介会暨中德生态园重点德资项目签约仪式在中德生
态园举行。会上，青岛中德“国际客厅”揭牌。

据悉，该区域位于中德生态园商贸核心区，分展
示接待区、会展交流区、商务服务区，面积7.8万平方
米。德国博马科技涡轮增压器制造及研发中心项目、
德国新材料车体项目、德国农机智能装备研究院项目
等 10 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涉及新材料、智慧农业、
智能制造、文化旅游、医养健康、教育培训等领域，
总投资额10.7亿欧元。

整理：任熹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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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人工智能产业共同体青岛会议举行

青岛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高地
赵 伟

11月30日，由青岛市政府主办，以“平
台协同 生态共赢”为主题的2019人工智能产
业共同体青岛会议开幕。会上启动了青岛市国
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发布《人工
智能产业共同体青岛宣言》，举办重点项目签
约揭牌仪式。

通过此次会议，青岛在国内首创提出建立
人工智能产业共同体，将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应
用开出一条路子，成为我国人工智能应用新技
术、新模式、新思想的重要策源地。

从30天到7天，流程再造让青岛行政审批再提速
杨 瑶 赵 伟 马 镛

11 月 15 日，2019 日韩(青岛)进口商品博览会上，
工作人员展示5G手机。 王海滨摄 （人民视觉）

10 月 12 日，2019 中国智能机器人大赛在
青岛举行。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10月21日，学生在青岛国际机器人中心动手体
验安装螺旋桨飞机。 王海滨摄 （人民视觉）

10月21日，学生在青岛国际机器人中心动手体
验安装螺旋桨飞机。 王海滨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李紫恒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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