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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文内容 :

似亦曰期 2019-03-20

来   力貫初落共 《声末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友展規え1》 (与府

文 [2018]64号 ),碗保規災1提 出的曰林和任券女口期完成,省科技斤

摘 端+1了 《〈片末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友晨規え1〉 重点任券分工方

要 案》。多省人民政府同意,省科技斤印友給各市禾口省政府各有美

部日,要求結合実隊汰真貫物執行。

二、似亦意兄 :

似清各具 (市 、区)政府、肇仄高新区管委会、肇仄新区

管委会、与桂合作特男1拭聡区 (肇仄 )管 委会和市科技局等有美

単位接照与科面高字[2019]306号 文要求汰真机好貫物落実,相

美部日対立省部 |¬ 任券分工,結合実隊如化工作措施,碗保机出

咸数。

隻印送市委俎鉄部、市委宣借部,市友晨改革局、市教育

局、市科技局、市工立禾口信′息化局、市財政局、市公安局、市人

似 力資源社会保障局、市自然資源局、市住房城多建没局、市交通

亦 近輸局、市水立水村局、市商芥局、市工生健康局、市退役軍人

意 事券局、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市坑汁局、市政券服券数据管理

几 局、市金融工作局,肇仄彼保監分局,各具 (市 、区)政府、肇

仄高新区管委会、肇仄新区管委会、与桂合作特男J拭聡区 (肇

仄 )管 委会。

隻印送中茶、栃志、宣群、小兵同恙和澄波、斎軍、徳培、

高山同恙。

(文件常核責任人力徳培同恙、眼踪責任人力碧堂和肇軒同

恙 )



呈家添同恙和徳培同恙岡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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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奈 省 科 学:技 木 庁

尋科函高字 〔2019〕 306号

声末省科学技木庁美子印友 《〈声末省新一代

入工智能友展規tlj)重点任努分工方案》

的通知

各地奴以上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有美部日:

力貫御落実 《片末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友展規支1》 (与府

〔2018〕 64号 ),碗保規支1提 出的目林和任券女口期完成,我斤瑞

tll了 《〈片末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友展規支1〉 重点任券分工方

案》。4省人民政府同意,現印友分休イ11,清結合共昧決真貫御

執行。執行ミ程中過至1的 同題,清径向省科技斤反映。

公弄方式:主功公升

ヽ
、/



《声末省新一代入工智能友展規tll》

重点任努分工方案

序

号
工作内容 責任単位

1

か張前滑均泣用基袖理奇研究。釈板推逃深度学コ理

浴研究,深入推逃美脳智能汁算理港研究,秋板推功

混合増張智能理溶友晨,カロ張群体智能理発冴究,前
嗜布局量子智能汁算理浴冴究,大力支持跨学科探索

研究。

省科技斤牽共 ,

教育斤等単位参寺

2

突破鹿用美徒技木瓶数。か大跨媒体感知、跨媒体分

析推理、十算机祝党、自然選言炎理等頷域的投入カ

度,突破鹿用一批美徒核lむ 技木,形成一批重大科技

成果。             _

省科技斤牽共,省
工立和信息化斤、

教育斤等単位参有

3

カロ張数据支禅共性技木攻夫。面向仇勢庁立
～

il■用泣

用坊景,釈板升晨数据林基均林注林准化技水攻美。

重点突破数据智能学刀技本的元監督学コ、朱合深度

推理等,建立以数据駆功力核lむ 的汰知十算模型。秋

板友晨数据31拳有数据服券技木,重 点突破数据深度

投索、数据深度か工和数据交互核lむ 技木,実現多坊

景下対数据寺立化需求的智能提取和輸出。

省科技斤牢共,省
工立和信息化斤、

友晨改革委、教育

斤、市場監管局等

単位参与

4

大力推功美徒部件わ系坑研友。重点突破高能数、可

重杓美胸汁算志片技木,か張神経元志片、美脳志片

等高端志片自主研友和泣用。大力友晨智能侍感器 ,

重点突破具有汁算成像功能的美肺祝党借感器技木 ,

推逃微机屯系筑、高性能光奸等高瑞新型借感器研

友,支持面向垂立泣用物景的寺用人工智能侍感器的

研友和皮用。推逃具有自主学コ能力的高数能美胸神

径囲箸架杓和硬件系銃研友,支持曰統智能机器人、

智能手机、智能安防、元人賀襲系筑等頷域升晨升源

軟硬件系坑、中同件、編孝岸等技木研友,か快推勁

基子云端生恣体系的核′む架杓没汁わ泣用系銃研友推

声。            _

省科技斤牢共,省
友晨茨革委、工立

和信息化斤、教育

斤等単位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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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打造若千人工智能升放唸1新千合。支持勝吼/tr快 医痛
影像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牙放奄1新平合建没,支持科
大汎■か快智能活音国家新一代入工智能汗放tl新平
台建没,杓建智能元人系坑人工智能升放奄1新平合建
没,建没智能+1造人工若能汗放唸1新平合,推功智能
家居人工智能升放砲1新平合建没,建没智能海二十1造
人工智能牙放tl新平合。

省科技斤牽共,省
工立和信息化斤、

友展改革委、教育
斤、工生健康委、

自然資源斤等単位

参与

6

推逃深度学刀十算服券平合建没。か快建浚一批深度
学ヨ汁算服券平合,強化対起鉄サ算、交互式廿算等
高性能十算研究。友拝中国科学院云十算庁立技木砲J

新与育成中lむ 等大型云十算服券平台作用,強化算法

和技木研究,力 高校、企立等汗晨研友唸1新 活功提供
数据存借、算法服券わ整体解決方案。建浚面向深度
学コ的人工智能公共十算平合,強 化対人工智能基拙
理合、算法及大数据炎理等方面的研究,搭建満足重
点場景的十算集群。

省科技斤牢共,省
工立利信息化斤、

友晨改革委、教育
斤等単位参与

7

推辻升源軟硬件基拙平合建没。布局建浚一批大数据
人工智能升源軟件基袖平合、人工智能云服券平合、

新型多元智能侍感器件与集成平合わ基千人工智能硬
件的新声品没十平合、基千人工智能的工立云算法平
合。支持升源汗友平合、升放技木囲箸和升源社区建
没。支持元人机、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等行立九共
企立を1建升源升放服券平合。

省科技斤牽共,省
工立和信息化斤、

友晨改革委、教育
斤等単位参有

０
０

推逃庁学研跡同唸1新平合建没。Cl建一批国家須或省
象人工智能重点央詮室、新型研友机杓、工程 (技

木 )研究升友中|む 、企立技木中lむ 等公共技木奄J新平
合。面向仝球精准引逃一批人工智能頷域世界一流大
学科研中′む、実詮室等国隧高端研友机杓,建没一批
人工智能国昧科技合作基地、咲合研究中lむ 等平合載
体。俎建片本人工智能声立技木奄1新咲盟。

省科技斤牽共,省
工立和信息化斤、

教育灯等単位参考

9

推辻行立公共服券平台建没。か快建没一批技木特移
中′む、栓詮栓淑1中 lむ 等人工智能を立技木服券、知沢
声枚服奔中lむ 平台。カロ快推逃高廣量人工智能海量ツ|

妹資源岸、林准淑1拭数据集利云服券平合建浚。在若
千頷域建没高水平人工智能智岸。カロ張公共安全

～
服

券机杓建没,重 点升晨祝叛栓索、国像及活音沢男1等
跨媒体感知融合技木研究及泣用。

省科技斤牢共,省
工立わ信′も化斤、

教育庁、公安斤、

市場監管局等単位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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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カロ快多場景皮用。推功人工智能技木在智能机器人、

智能冬端声品、智能可芽戴没各、智能元人賀裏近載

没各、智能十1造 、智意政府、智能物流、智能教育、

智能家居、智能医庁、智能交通、智能金融、智能安

防、智慧水立、年民融合等頷域的深入泣用。

省工立和信息化斤

牽共,省 委写民融

合亦和省友晨改革

委、工生健康委、

商券斤、教育斤、

市場監管局、交邁

近輸斤、水立水村

斤、自然資源斤、

地方金融監管局、

科技斤、公安斤及

各地須以上市政府

等単位参有

促逃人工智能声立国区蓬勃友展。培育建没一批人エ

智能声立国区,片 州重点建没南沙国豚人工智能介値

tl新 国、黄靖智能装各介値を1新 国、番呂智能回咲新

能源汽キ介値奄1新 園;深り1重 点建浚尤牛人工智能声

立核|む 区、深〃1湾科技生恣国;未海重点建没元人船

科技港及海上淑1拭揚、木海智意声立国、国机机器人

科技国;末莞重点建浚松山湖高新技木声立升友区、

漠海湾新区、京木都市人工智能庁立新城;佛 山重点

建没禅南順奄1新集衆区;恵 州市仲性人工智能声立国

区;認 美重点建没認美科技新城;油尾重点建没油尾

高新区;肇入重点建没肇仄高新区、肇仄新区。

各地鉄以上市IEA府

牽共,省 政券服券
数据管理局等単位

参与

12

打造人工智能小鎮。在智能机器人、智能可穿戴浚

各、元人机等頷域俎奴実施一批人工若能項目,集衆

一批奄1新型企立和高端奄1新奄1立 人オ,形成良好的人

工智能声立生恣系坑。

各地_象 以上市政府
牽共

13

推功人工智能企立 “寺精特新"友晨。打造一批人エ

智能仝求頷軍企立和品牌,実施高新技本企立村林提

反行功,升晨独角善培育十支1,有条件地市十1定培育

人工智能仇勢企立汗介林准,鼓励企立桂牌上市,鼓
励企立升晨仝求井乃。

省工立
～

信息化灯

牽共,省 科技斤、

友晨改革委、市場

監管局、地方金融

監管局,各地象以

上す政府,片 末江
監局等単位参均

14

孵化人工智能宅1新奄1立企I。 推辻人工智能科技成果

特移織化,孵化培育和友晨人工智能tll立 企立。支持

有条件的地市搭建人工智能頷域新型砲1立服券机杓。

支持有条件的人工智能相美企立定浚人工智能頷域的

寺立化企tl杢 同,杓建汗源汗放平合,孵化一llL人エ

智能Cl立企立。               __

省科技斤牽共,省
工立和信息化灯、

友晨改革委、教育

斤 ,各地須以上市

政府等単位参与

-4-



15

31蛯具有唸J新 活力的九共企立。支持仝球人工智能九
共企立在片木没立人工智能唸1新机杓,推功企立在片
末建立区域恙部、を1新 中lむ 、孵化基地わ “双奄1"平
合。支持有条件的地市編tll仝球人工智能声立重点招
商項目庫,靭 向上取招商対象,策支131逃一批高端人
工智能声立項目わ九共企立。堅持省市咲合、部日咲
功,lll同 推逃重点項目答釣落地。

省商券斤牽共,省
工立利信息化斤、

科技斤、友晨改革
委,各地象以上市
政府等単位参均

~

16

か張均先逃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友展。推功片末々先逃
国家わ地区升晨科技合作。吸31日 外人工智能頷先企
立、高校在片末建立区域恙部或功能性机杓。支持片
末人工HEi能 九共企立か快仝球布局,対外汗晨兼井牧
胸、股枚投資等活動。か張与海外高水平大学、科研
机杓合作,没立一批海外研友机杓、孵化器、技木結
移中Jむ 。支持挙か人工智能国豚科技合作交流活功,

仇化申亦会袂流程等各項手紋。

省科技斤牽共,省
工立和信息化斤、

友晨改革委、商弁
斤、地方金融監管
局等単位参均

17

推功与港澳大湾区共奄1共 鼠。秋板引早専港澳三地人
工智能頷域的仇勢科研力量曰統高須机器学コ、量子
智能汁算等美鍵核′む頷域nII張研究合作,推逃基拙理
奇咲合tl新 。依托国家、事港澳三地重大科技項目以
及卑港咲合唸1新 姿助汁支1,俎 鉄実施人工智能重大技
木、声立化項目。鼓励人工智能頷域相美的国豚合作
困仄、専港澳合作困仄、重点央詮室或研友中lい 、具

有頷写人オ的囲眺咲合行立尤共企立,汗晨科技人文
交流、咲合共詮室共建、科技国区合作、技木特移等
合作行功,釈板杓建科技tl新共同体。

省科技斤牽共,省
友展改革委、教育
斤、人社斤等単位
参考

18

促逃省豚奄1新要素跡同咲功。支持片末各奄1新主体有
各省市的仇勢高校、科研院所曰銃人工智能重点頷
域,共建研友机杓、協同を1新 中′む等平台載体,突破
一批夫錠核′む技木,推功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至1片 末落
地特化。カロ大扶持力度,吸 31国 内仇勢企立Fll在 片木
布局人工智能生声力,鼓励省内人工智能企立与百
度、阿里等国内人工智能頷先企立升晨技木攻美、声
品汗友等合作。

省科技斤牽共,省
教育斤、友晨改革
委等単位参均

19

提升基砧配套服券能力。大力推邊人工智能信息基拙
浚施建没,か快智能化囲絡基拙没各建浚,坑等建没
庁立友展、技木研友、公共服弁等頷域大数据基砧没
施,建没高数能十算基袖没施等。

省工立和信息化斤

牽共,省 友晨改革
委、科技斤、教育

灯、商券斤、地方

金融監管局、市場
監管局、政弁月R弁
数据管理局等単位
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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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か快数据資源升放共享。完善数据資源升放共享政

策,建立数据資源升放共享机tll,打破信息孤島。弓|

早公共服外机杓升放数据,搭建妹合性基砧数据資源

庫
～
共享服券平合,推辻公共服券数据資源統一涯衆

和集中向社会升放。推功IEX券数据率先牙放,在片

州1、 深り1等 地区升晨改革武点,推 il_其 4tL地 区攻券数

据的有序升放。11早人工智能行立九共企立或行立lll

会,建浚各美行立数据平合、知沢困普升放共享平合

等。建立数据共享交換監管キ1度 ,強化数据安全有聰

私保が,在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実現数据共享交換。

省政券服多数据管
理局牽共,省 工立

わ信息化斤、友晨

改革委、科技斤、

教育斤、交通近輸

斤、工生健康委、

地方金融監管局、

公安斤等単位参考

21

カロ大科技金融支持力度。充分友拝財政資金的杜粁弓|

早作用,31早天使投資、砲J立投資等社会資本か大対
人工智能頷域的投資力度。拓克人工智能企立的融資

渠道,仇化股枚融資、債券融資、科技貸款、科技保

隆、科技租賃等融資方式,杓建多晨次、多祥化的融

資体系。奄1新金融声品和服弁,支持恨行、II券、保

陰等机杓升友更多支持人工智能的金融庁品和服券。

省科技斤牽共,省
財IEX斤 、地方金融
監管局,片 末銀保
監局等単位参有

つ
４

つ
乙

杓建林准規苑和井沢声枚体系。建立健仝片末人工智

能行立林准体系,か 張人工智能数据林准体系研究,

31早 九共企立参考或主早十1定 国昧林准、国家林准、

行立林准。鼓励企立釆用先邊林准,秋板参有国豚姐

須井升晨相美活動,推功人工智能声品和服券在国内

外示苑泣用。強化人工智能頷域的井沢庁杖を1造、保

が和近用,在 困像沢男1、 自功背攻、智能机器人、智

能家居、物咲図等重点頷域建立知沢庁枚服券平合,

推功人工智能技木寺lll協 同近用。

省市場 監管 局 牽
共,省 工立和信息

化斤等単位参有

23

健仝法規和安全監管体系。か張人工智能法+1保 障、

隠私和声枚保ゲ、信息安全以及俺理道樵研究,建立

俺理均凩隆常査机tll,探 索建立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友

晨的地方法規和俺理道徳枢架。汗晨均人工智能泣用

相美法律同題研究,か快十1定相美安全管理法規。カロ

張人工智能対安全和保密頷域影噛的研究和坪借,杓
建人工智能安全監淑1預警机十1。 定立公升透明的人エ

智能監管体系,か張対人工智能庁品升友、成果泣用

等的仝流程監管,推功人工智能行立
～
企立自律。

省科技斤牽共,省
公安斤、工立利信
息化斤、坑十局、

市場監管局等単位

参有

24

か張俎鉄頷早。か張省市咲功和洵ill交流,建立由相

美部 11共 同参考的声末人工智能跡同推逃机キ1,銃等

推逹人工智能稔1新友晨的各項工作。推逃人工智能智

庫建浚,支持智岸升晨人工智能前謄性、哉略性重大

同題研究,対人工智能を1新友晨重大決策提供容詢坪

借。

省科技斤牽共,省
工立和信息化斤、

友晨改革委等単位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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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か大JEX策支持。か大財政投入力度,俎 鉄実施重大科
技寺項,対接国家 “1+N"人工智能項目,か大人工智
能重大項目在各方面的支持力度。友拝政策性基金的
31早 作用,支持人工智能頷域企立和項目。釈板承亦
仝求人工智能行立克賽、高峰溶塚わ国障会洪,711用

片交会、高交会等大型活功和各炎媒体,宣借片本人
工智能庁立投資不境

～
IEX策措施。升晨人工智能科普

活功。

省財IEA斤 牽共,省
委宣侍部,省 工立

～
信息化斤、友晨

改革委、科技斤等
単位参均

26

集衆高端人オ。tll定人工智能寺項引オ廿支1。 建立仝
求人工智能高端人オ数据庫,柔性引オ,汗辟人オ録
色ミ道。培育人工智能青年頷写人オ

～
科学家,培芥

負合型人オ和囲仄。支持高校浚立人工智能学院或研
究院,31早人工智能学科建没。

省委姐鉄部、省科

技斤牽共,省 工立

和信息化斤、友晨

改革委、人力資源

社会保障斤、教育
斤、住房城多建浚
斤等単位参有

27

仇化空同布局。大力31辻仝球人工智能科技唸1新 高端
資源。か張人工智能声立杢同銃等布局,形成片州1、

深り|、 珠海力核」む,以 木莞、佛山、意州力重点区
域,以 其他地市特色友晨力重要市点的区域友展格
局。打造一批tl新型庁立集群,杓建特色炎出、声立
互ネト、区域協同、共を1共享的人工智能友晨新立恣。

製
以

一

象

一

地

一共

一

各

一牽

一

28

か張拭点建浚。俎鉄升晨人工宕能tll新 拭詮和泣用武
点,推功人工智能成果特化、重大庁品集成tl新和示
苑泣用。支持有条件的高新区、特色小鎮実施一批人
工智能特色示苑項目。理址拭点先行、示疱31頷 ,′こ
錆推片可隻tll的 好径詮和好倣法,推逃人工智能健康
有序友展。

省科技斤牽共,省
委宣借部,省 工立

～
信息化斤、友晨

改革委等単位参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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