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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产业园区方兴未艾
专家：警惕盲目跟风
本报记者 何芳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利好政策不断传出，各地政府、企业都在大举上马人工智能园区项
目。业内人士表示，
盲目跟风投资导致部分人工智能产业园入驻率过低或者入驻企业良莠不
齐，
园区空心化问题亟待破解。

中国人工智能
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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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人工智能专业化孵化器
由北大科技园、
由北大科技园
、北大孵化器联合北
京大学 、微软
京大学、
微软、
、谷歌
谷歌、
、Facebook
Facebook、
、百度
百度、
、阿
里 、华为开展人工智能创新创业项目孵
化和创业实践教育工作，
化和创业实践教育工作
，并建立联合实
验室和专项基金，
验室和专项基金
，实现资源汇聚和科技
成果转化。
成果转化
。
亦创智能机器人创新园区（北京）

北上深广占据第一梯队
2016 年，人工智能机器人
产业孵化器——北人亦创孵化
器在北京亦庄挂牌成立。在成
立仪式发布会上，北人集团与
战略投资合作机构壹创投资本
还共同发起并出资设立了国内
首个智能机器人产业基金——
北人壹创基金。
北人壹创基金、北人亦创
孵化器创始 CEO 丁浤伟彼时对
外宣称，北人壹创基金和北人
亦创孵化器是中国人工智能机
器人产业发展的一羽两翼。再

得益于背靠世界机器人大会永
久会址这一地理优势，亦庄也
将成为北京市机器人产业的创
新创业新高地。
你方唱罢我登场。坐落
于东部发达地区的苏州工业
园今年 3 月份也高调抛出设立
300 亿 产 业 基 金 的 绣 球 ，加 快
布局发展以大数据和云计算
为支撑的人工智能相关产业，
推进人工智能在智能制造、软
硬件终端和服务业等领域的
应用。

5 月，广州市副市长、南沙
区委书记蔡朝林也宣布设立
100 亿元规模的广州人工智能
产业基金，并在庆盛自贸片区
选址划出 3000 亩地大力打造南
沙人工智能产业园区，试图为
广州 IAB 战略率先发力。
经过一年多的跑马圈地
后，行业梯队雏形渐显。据艾
媒咨询近期发布的《2017 中国
人工智能产业报告》显示，在全
国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分布中，
42.9%位于北京，16.7%位于上

海，15.5%位于深圳，7.7%位于
广州。这意味着，中国人工智
能 发 展 目 前 已 形 成 以 北 、上 、
深、广四个城市为第一梯队的
战略格局，在这一格局中，珠三
角城市占据两席。
“第二梯队主要是以北上
广深为核心向外辐射的珠三
角 、长 三 角 、京 津 冀 的 其 余 地
区，包括江苏、浙江、河北、天津
等省市。”艾媒咨询分析师刘杰
豪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这样说。

能领域进行赶超，更重要的是
带动社会资本投入到产业体
系，甚至是庞大的上下游产业
体系在广州集聚发展，通过行
业引领作用，助力广州逐步打
造全球领先的基于大数据的现
代信息产业新高地。
作为第一梯队“领头羊”的
北京地区，则凭借首都的集聚
效应，有效地整合了上下游相
关产业链，相比国内其他同类
园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
中北人亦创孵化器园区刚一挂
牌，就有 21 家企业落户签约，31
家在洽谈。
同样，另一家坐标北京的

海淀区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
即使还没有明确的人工智能产
业园划分区域，就已成为国内
重要的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
据刘杰豪介绍，这里除了囊括
中科院计算所的智能信息处理
重点实验室、中科院自动化所
的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高端科研资源外，还聚集了一
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工智能
企业，包括微软亚洲研究院、百
度深度学习研究院等领军企
业。
“ 这些园区里的企业，无论
是在行业知名度还是技术水平
上，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刘
杰豪表示。

专业融资对接、人才引进、创业
咨询等专业服务，不能从根本
上改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发
展 ，园 区 整 体 实 力 不 容 乐 观 。
北大科技园产业研究院院长陈
畅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要理智看待人工智
能产业的市场空间和发展周
期。科学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
和载体建设，合理找准自身定
位，并有节奏地进行建设和运
营。同时，要充分理解人工智
能领域产业内涵和外延。熟悉
产业链构成和关键技术，围绕
产业链部署技术创新链，熟悉

主要科研机构和掌握先进技术
的企业，并依此开展有效的组
织和科学的管理。另外，还要
强化自身对于科技类要素的整
合能力。传统产业园区的优势
在于高效组织能力，通过聚集
产业链主体、集中生产资源，实
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人工智能产业对于资源
要素的需求与其他产业不同，
它摆脱了空间和生产资料的限
制，大量依赖于人才、科技和创
新要素，这就需要园区运营者
具备超凡的科技资源整合能
力。
”
陈畅表示。

龙头企业成为园区争抢目标

定位为国内首家机器人产业的创新
园 。 园区以机器人
园区以机器人、
、无人机
无人机、
、3D 打印
打印、
、高
端医疗装备、
端医疗装备
、高端智能装备
高端智能装备、
、新材料等产
业为主。
业为主
。
天津开发区智能产业区
设立智能产业区，
设立智能产业区
，
规划面积 20
20..17 平
方公里。该产业区将依托汽车
方公里。
该产业区将依托汽车、
、电子
电子、
、装
备智造、
备智造
、医药健康等先进制造业基础
医药健康等先进制造业基础，
，重
点发展人工智能、
点发展人工智能
、智能制造
智能制造、
、智能健康医
疗等高端智能产业集群。
疗等高端智能产业集群
。
上海临港科技城上海科创中心
正在新建上海科创中心。
正在新建上海科创中心
。 到 2018
年 ，上海脑
上海脑- 智工程各个项目团队
智工程各个项目团队、
、上海
智能制造研究院、
智能制造研究院
、上海科大讯飞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等一批科研机构和企业将入
驻该中心。
驻该中心
。
杭州人工智能产业园

引进、
培育人工智能细分领
域“小巨人”是苏州工业园保持
竞争力的有效策略。根据苏州
工业园区科技和信息化局近期
的调研报告显示，
目前苏州工业
园区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等领域已聚集企业 600 余家，
2016 年实现产值 350 亿元。
“龙头企业扎实的基础数
据、在产品应用方面的海量用
户基数以及强大的市场影响
力，对整个产业的发展起到了
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苏州工
业区科技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
文清说。
而人工智能基础相对薄弱

的广州地区，则通过在场地、人
才、产业和金融等方面的全方
位政策扶持吸引行业巨头。作
为行业巨头之一，亚信的落户
为南沙人工智能产业园区带来
的不仅是品牌影响力的提升，
还有顶级人才的输入。
通过在南沙建设人工智能
高级研究院，亚信引入世界顶
级人工智能专家科研团队进
驻，并发起人工智能产业母基
金，引导全球，尤其是美国硅谷
最有潜力的人工智能企业“带
土移植”到南沙发展。亚信数
据业务负责人表示，亚信不仅
是帮助南沙在大数据和人工智

园区空心化问题亟待破解
在各地争先恐后纷纷上马
人工智能园区项目的背后，园
区空心化也在显现。刘杰豪分
析指出，受国家政策红利的影
响，全国很多地区争抢人工智
能创新高地，盲目跟风投资，导
致部分人工智能产业园入驻率
过低或者入驻企业稂莠不齐，
缺乏项目引进筛选机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升
级，机器人产业也成为各路资
本争抢的香饽饽。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全国已上马的机器人
产业园区约有 40 多家，但国内
真正涉足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

并不多。作为业内从业人员，
橙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CEO 马
雷明向《中国企业报》记者揭开
了人工智能产业的面纱。
“目前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虽然口号喊
得响亮，但实际真正算人工智
能的企业没多少，很多都只能
算是炒概念的泛人工智能。
”
与此同时，刘杰豪也指出，
目前国内以人工智能为主体的
产业园整体还处于发展初始阶
段，在整体技术水平以及孵化
服务等方面还需要大幅提升。
此外，许多中小型人工智能产
业园仅能提供办公空间，缺乏

力争打造“ 全球创客中心
全球创客中心—
——人工
智能创客集聚区 ”，将着力构建“ 一主三
智能创客集聚区”
化五平台”
化五平台
”
产业发展服务体系。
产业发展服务体系
。
深圳南山机器人产业园
深圳首个以机器人为主体的产业园
于 2014 年 11 月在南山落成
月在南山落成。
。该园区以
机器人、
机器人
、可穿戴设备
可穿戴设备、
、新型传感器
新型传感器、
、数控
装备为主要方向。
装备为主要方向
。
广州番禺“智之公园”
人工智能综合产业园
定位于打造为中国首个智能综合产
业园 、世界首个人工智能主题公园
业园、
世界首个人工智能主题公园。
。规
划用地面积约 500 亩 ，致力于打造智能
产业、
产业
、智能文化
智能文化、
、智能生活
智能生活、
、智能空间
智能空间，
，实
现总部经济与科技孵化融合，
现总部经济与科技孵化融合
，智能产业
与风险投资融合，
与风险投资融合
，产业功能和城市功能
融合。
融合
。
成都高新区人工智能示范项目
高新区已聚集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近
30 家 ，分布在计算机视觉
分布在计算机视觉、
、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
、推
荐引擎和协同过滤等领域。
荐引擎和协同过滤等领域
。
安徽“中国声谷”
孵化区
通过“云平台
云平台”
”和“大数据
大数据”
”软硬件相
结合的支撑服务体系 ，以及“ 金融创新
结合的支撑服务体系，
金融创新、
、
市场推广”
市场推广
”两大政策服务体系
两大政策服务体系，
，发力在
“‘互联网
‘互联网+
+ ’、智能终端
智能终端、
、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
、移动
健康”
健康
”四大产业方向进行布局
四大产业方向进行布局，
，力争 5 年
内孵化企业 1000 家以上
家以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