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首席记者 张 懿

善用人工智能，增强全球合作内驱力
“人工智能与创新发展”分论坛嘉宾深入求解善治之道

人工智能 （AI） 作为一项革命性

技术， 其影响力已超越技术层面， 成

为全球热点话题。 在昨天举行的虹桥

国际经济论坛 “人工智能与创新发

展” 分论坛， 国际政产学研界嘉宾通

过演讲和圆桌互动， 就 “人工智能的

‘善治之道’” 深入求解。

正如一位嘉宾所言： “AI 有可能

成为人类新的 ‘火 ’， 但正如火是好

的仆人、 却是坏的主人， 只有那些懂

得扬长避短的人， 才能在数字时代生

存下去。”

作为一股颠覆性
力量的AI

AI的重要性和颠覆性已没有争

议。 第一位登上讲台的塞浦路斯议长

西卢里斯说，论坛选择这一话题“正当

其时，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他说，AI

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推动力，它为治愈

不治之症带来希望，为我们带来更准确

的天气预报，为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把 AI 比喻成 “火 ” 的 ， 是斯洛

伐克副总理莱希。 虽然挑战犹在， 但

他对于 AI 时代依然充满期待 ， “全

球都处于新技术快速崛起的氛围中 ，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未来”。

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皮萨

里德斯说 ， 人工智能如果被正确使

用， 那么它势必会成为与蒸汽机、 电

同一个能级的技术。 众所周知， 蒸汽

机和电 ， 是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基石 ，

深刻塑造了人类现代社会的模样 。

对国家的腾飞而言， AI 至关重要。 亚

美尼亚副总理阿维尼扬说， 发展 AI，

其资本密集度要求远远低于其他主要

的科学技术， 特别适合小国通过有限

的资源实现科技赶超。

对企业和个人， AI 的价值也显而

易见。 阿斯利康全球执行董事兼首席

执行官苏博科说， 二十年前， 人类基

因组计划耗费几十亿美元和十多年时

间， 终于解码了 “生命天书”； 然而，

在 AI 的帮助下 ， 这个过程如今只需

要几百美元和几个小时。 特斯拉公司

董事会主席罗宾·德霍姆则透露 ， 根

据他们最新发布的统计， 自动驾驶汽

车比人工司机要安全八倍： “因为 AI

不会瞌睡、 也不会犯低级错误。”

好技术应是普惠
的、 包容的

在带来巨大价值的同时 ，AI可能

潜藏的风险也受到越来越多关注。 事

实上，与其说AI蕴含的是“风险”，不如

换一个词———“变数”。 作为一股巨大

的颠覆性力量 ，AI也带来了极大的不

确定性，这让许多人心存疑虑。

首先是它对就业的影响。 乐观的

莱希也承认 ，AI在未来可能会取代各

种工作 ，不止是体力劳动 ，也包括审

计师 、会计师 、文员等白领职业 ，甚至

是政治家 。 他说 ，发达经济体近一半

人的工作，都可能被替代。

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秘书长基图

依特别在意AI对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

响。 他认为，好技术应是普惠的、包容

的。 但目前，许多低收入家庭和偏远地

区人群并没有参与到AI发展中，“对于

这些 ‘被落下的人 ’，我们必须找到一

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另一大挑战，在于对AI的监管，特

别是数据隐私的保护， 不同利益主体

的立场互相冲撞。 作为经济学家，皮萨

里德斯看到的是一种割裂———消费者

觉得，与欧洲企业合作很放心；但反过

来， 企业觉得欧洲的数据保护政策太

严厉了。 阿斯利康的苏博科更直截了

当地警告，过度监管可能扼杀创新。 他

用该公司正推进的一个哮喘预警项目

为例说，通过搜集病人的数据，AI可以

在其发病前就发出预警， 从而挽救生

命 。 “如果隐私法律不允许我们这么

做，那么，科技就无法造福人类。 ”

说到AI投下的阴影，最内核，也是

最难以言说的， 在于AI对人类智慧与

尊严的挑战。 皮萨里德斯引述一位顶

尖数学家的话说，五十到一百年后，所

有数学难题都可以让AI轻松证明 ，这

会导致数学家的消失。 假使屹立于人

类智慧皇冠上的数学家都难以自处 ，

更何况那些普通人呢？

凭借创造力守住
人的底线

守住人类尊严的底线———这是西

卢里斯议长为AI监管设定的底线。 对

于这个目标，企业家的态度相对乐观。

乐高集团首席执行官倪志伟的信

心来自于“创造力”，在他看来，创造力

可能是人工智能最后才能学会的 ，或

者，“永远都不会”。

基图依说， 人类的创造力不仅在

于发展新技术， 更在于会不断改变商

业逻辑，创造新的价值。 比如，AI在未

来或许能预测消费者想买什么， 但只

有人，才会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也就

是在消费者下单前， 就把商品送到家

门口 。 “如果AI的预测准确率达到

95%， 那意味着消费者只有5%的可能

性拒收。 ”

苏博科说 ，AI和人的差距还在于

判断力。 他举例说，虽然AI比医生更擅

长读取X光片和病理切片，但最终诊断

以及选择何种疗法的决定还要由医生

来做，“人工智能距离拥有这种判断力

还差得很远。 ”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的观点和

苏博科类似， 他认为AI适合扮演医生

的助手，“具有自我创意、 能自我修改

的程序，现在还非常遥远”。

为了强化 “创造力 ”，为了更好应

对AI对就业的挑战， 许多嘉宾都谈到

了教育。 倪志伟说，现在这一代孩子，

长大后或许不需要学开车，也不用掌握

外语。 可以说，或许2/3的孩子，他们未

来要从事的工作， 都是今天所不存在

的，“因此，教育就要让孩子掌握尽可能

多的技能。 要学会协作，学会创造。 ”

皮萨里德斯的观点与倪志伟很接

近，他提醒说，不要让学生过早进入一

个 “狭窄的专业通道 ”，而是要培养他

们全方位的能力。

AI时代的全球化未来

全球化是中国以及进博会高举的

旗帜。 在这场围绕AI的高水平讨论中，

各界嘉宾都强调了国际合作对于 “AI

善治”的价值。 不仅如此，大家都认为，

随着AI的应用， 全球合作的内驱力不

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李稻葵说 ，当今时代 ，继人力资本 、金

融资本 、土地 、无形资产 、知识等要素

之后，数据将成为经济活动新的“输入

量”。 如果能让美国、中国乃至非洲在

一起分享数据，那么，各国就能将数据

真正整合成为更有质量的 “大数据资

产”，并能携手打造出全球性的数据经

济基础设施体系。

对于目前全球科技合作中存在的

“逆风”， 旷视科技首席执行官印奇认

为，这应该只是“短期因素”。 他说，AI

圈的新一代人，理念非常开放；而更重

要的是 ，单靠一个国家 、一个公司 ，没

有办法充分推动AI进步， 而是必须要

借助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为形成有效监管， 全世界也需要

在为AI“划红线”时保持一致。 莱希和

德霍姆在发言中不约而同地建议 ，各

国应通过有效合作， 为AI设计出全球

性的监管框架和标准。

在描画AI时代全球合作的未来

时， 卢森堡副首相施耐德提出的目标

特别让人期待。 他说， 欧盟正在推动

“数据驱动经济”以及“欧亚互联互通”

的计划， 这背后体现了欧洲一种强烈

的信念，“这块从上海开始， 一直延伸

到大西洋的单一陆地， 一定会成为21

世纪的超级大陆。 ”

全球性问题，解决之道惟有合作
“世贸组织改革与自由贸易协定”分论坛嘉宾：经济全球化历史潮流无法阻挡

“高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大旗，积

极倡导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面对

当下世界经济出现一些回头浪和险滩

暗礁的苗头， 参与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

论坛 “世贸组织改革与自由贸易协定”

分论坛的嘉宾们表达的观点格外坚定：

经济全球化历史潮流无法阻挡。 大家同

时呼吁，对世界贸易组织做出必要改革，

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借助进博会这个大平台，更多国际

合作和多边主义的好消息这两天不断

传来：前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 15 个成员国已整体上结束谈判；而

就在昨天，中方主办了世界贸易组织小

型部长会议，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

正能量。

旗帜鲜明反对贸
易保护主义

本场分论坛的主题为“世贸组织改

革与自由贸易协定：路径选择与前景展

望”， 首位发表演讲的乌兹别克斯坦副

总理加尼耶夫一上来就旗帜鲜明地反

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他表示，“中国举办的进博会是一

个多边经贸合作的大平台，树立了扩大

开放的典范，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当下，

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我们对此要坚

决反对。 ”

乌兹别克斯坦今年 7 月正式启动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 加尼耶夫

说，世界贸易组织的体系并不是一成不

变的，确实存在一定问题和矛盾，需要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但我们必须看到，

目前全球没有更好的组织体系来取代

它，“加入世贸组织能够使我们的外贸

体系更优化， 从根本上使外贸自由化，

优化市场开放程度。 ”

在他看来，贸易自由化的总趋势是

发展自由贸易区。 建立自贸区，能使国

家、 地区之间的贸易合作更有前景，各

国应摒弃贸易保护主义， 减少行政干

涉。自贸区为各国提供了平等贸易的可

能，而世贸组织和自贸区之间不会互相

成为障碍。

增强多边贸易体
制权威性

在与会嘉宾看来，世界贸易组织要

通过必要的改革，在扩大开放、促进发

展上发挥更大作用。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创始成员、前主

席詹姆斯·巴克斯非常赞赏中国对贸易

多边主义坚定的支持。 他表

示， 世贸组织每天都在做出

贸易决策， 维持贸易可持续

发展和贸易的流动。

欧亚经济委员会贸易委员尼基申

娜在论坛上直言，不能想当然地去诋毁

世贸组织的规则，各个国家都要身体力

行去实施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各方遵

守现行规则，肩负起各自的责任。

在她看来，世贸组织具备三大基本

功能，一是标准制定者，是让各个国家

在一个共同框架下展开自由贸易的保

证；二是搭建了沟通平台，大家可以坐

在一起， 讨论如何开展贸易会更好；三

是解决争端的平台，“不难发现，这个现

有的国际贸易体系是有前景的，可以提

供透明、可预见的贸易规则，也能够解

决实际问题。 ”针对当前对世贸组织进

行改革的呼声，尼基申娜则提了一个具

体建议，“现在大家都喜欢谈贸易平等

和贸易公正， 似乎成了一个内部术语，

但其实这两个词语并不是法律词汇。要

去衡量是否平等、是否公正，我们就需

要建立一套客观的标准，不能想当然地

去诋毁现有规则。各个国家更要身体力

行去实施很多已达成的共识，各方遵守

现行规则，肩负起各自的责任。 ”

她希望全球各国共同努力，推动更

繁荣的国际贸易发展，维护世贸组织的

权威性。

积极倡导国际合
作和多边主义

从企业家的视角出发，达能集团秘

书长兼执行总裁欧阳伯堂、罗氏创始家

族代表及罗氏集团董事会前主席安德

烈·霍夫曼和联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杨元庆不约而同阐述了加强多边

合作对于企业发展、 创新的促进作用。

在他们看来，惟有合作才是解决全球性

问题的理想之道。

“跨国企业要在国际市场上顺利开

展投资，并开拓市场，首要的一个前提

就是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世界贸易组织

正可以提供非常好的平台，促进国际贸

易往来。 ”在安德烈·霍夫曼看来，各国

之间签订的贸易协定，除了促进企业贸

易投资之外，一定要重视企业知识产权

和专利的保护。

“投资和贸易是很难分开的，我们

必须通过加强多边规则，去促进贸易便

利化和投资便利化。”杨元庆则表示，眼

下中国正在扩大对外开放，通过引进更

高的标准服务，不仅可以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加速供给侧改

革，并且有利于平衡国际贸易。

在昨天举行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之“人工智能与创新发展”分论坛，国际政产学研界嘉宾通过演讲和圆桌互动，就“人工智能的‘善治之道’”深入求解。

新华社记者 殷刚摄

■本报记者 唐玮婕

嘉宾们呼吁， 对世界贸易组织做出必要改革， 增

强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图为达能集团秘

书长兼执行总裁欧阳伯堂 （中） 在互动讨论中发言。

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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