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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现场。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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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科技温度与使命

本报讯（记者 刘雷 通讯员
秦梦婷 李影）10月 13日-14日，
在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广州市
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国际
数据（亚洲）集团（IDG Asia）主
办，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共同举办
的 2020 小蛮腰科技大会——全
球移动开发者大会暨人工智能
高峰论坛再次在广州举办。

无限·可能，科技在未来创
造更多的福祉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无限·
可能”，这体现了人类对科技更
多地依赖和期许。因为科技在
疫情期间所带来的安全感和获
得感都不同以往，人们也更加坚
信：科技在未来还可能创造更多
的福祉、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因此本届大会是一次探求
科技温度与使命的思想碰撞。
200余位来自政府、国际组织、企
业、技术社群和民间团体的嘉
宾，将重点围绕5G、产业互联网、
AI、轨道交通、硬科技、星联网、
公共健康、风投、新消费、工业设
计等议题进行跨领域交流。交
流的终极目标是寻求人类共同
发展、合作共赢的契机，推动跨
领域和学科的国际合作。

可以预见的是，小蛮腰科技
大会将推动技术更快实现场景
化应用，为广州和粤港澳大湾区
持续带来国际一流的项目与人
才。

寻找“科技向善”的实践路径

作为 Android World 全球开
发者大会的升级版，小蛮腰科技
大会旨在成为科技产业的对接、
交流窗口，展示世界领先技术、

科研理念和发展模式，剖析未来
信息技术及智能终端产业链的
发展走向。在全球疫情持续蔓
延的形势下，此时召开小蛮腰科
技大会有更特别的意义。

疫情冲击着全球经济系统，
如今国内外的经济态势都更加
表明，科技是最重要、最不可替
代、最抗冲击的要素。

云计算筛选药物、机器人承
担医院配送任务、远距离实现体
温测量、健康码一码走天下……
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帮助中国度
过公共卫生危机。

第73届世卫大会、20国领导
人特别峰会等国际重大会议首
次以视频形式召开，人们也尝试
着远程电子签约、网络协同办
公、远程医疗诊断、线上论文答
辩等新模式和新业态。这也正
说明依托数字基础设施，物理世
界之上孕育出的新价值网络和
新服务体系不仅稳住了经济基
本面，更为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提
供了保障。

由此看出，人类未来完成可
能依靠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来
展开生产生活的新图景。而历
史上诸如此类的变革皆来源于
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推动
力。

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不
是由人工智能引领？还是由人
工智能+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
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引领？
数字技术又该如何“物尽其用”，
以建立一个更能保障健康、更能
提高效率的治理机制和产业模
式？这都是科技届要努力回答
的问题。

为此，小蛮腰科技大会今年

大会约会了全球在科技、媒体、
金融等领域里最富有创新精神
的人才，对数字技术的未来与挑
战进行展望。今年大会共设置 1
场主论坛、15 场主题论坛、智库
闭门会议、Canton Tower the Best
颁奖晚宴和展示展览区。

广州市副市长王东在致辞
中表示：今年是小蛮腰科技大会
落户广州的第五个年头，五年以
来，通过搭建科学家、企业家、投
资家的交流平台，促进国内外技
术与思想交流，小蛮腰科技大会
已成为广州一张靓丽的科技“名
片”。大会每年举办十多场论坛
及评选颁奖等活动，与会的海内
外演讲嘉宾近百人，有力地提升
了广州的城市形象。

在主论坛的全球科技大会·
大湾区峰会上，IDG资本联席董
事长熊晓鸽、北京大学汇丰商学
院经济学教授樊纲、加拿大工程
院院士杜如虚、华为昇腾计算业
务总裁许映童、华大集团首席执
行官徐讯、文远知行 WeRide 创
始人韩旭、暗物智能CEO 林倞、
中山大学智能工程学院教授余
志、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学
院院长薛泉、中山大学粤港澳发
展研究院张光南等来自全球的
专家学者、头部企业代表从自身
所在领域出发，从传统制造业变
革、5G芯片研发、AI场景应用等
多角度切入，透视社会治理和产
业发展中的数字化需求与机遇，
分享掌握数据领域核心技术和
资源配置能力的方法论。

IDG亚洲总裁朱东方在开幕
式致辞中表示：今年是小蛮腰科
技大会在广州落地举办的第五
个年头。小蛮腰科技大会记录

和见证了全球科技迅猛发展的 5
年，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到产业互联网、卫星互联
网、量子计算。每一届小蛮腰科
技大会都能够体现当时的科技
发展动态，每一个发展阶段、每
一项新技术的出现，都会在这里
有所呈现。可以说，小蛮腰科技
大会已成为展现引领时代发展
的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的重
要平台。

在以《科技向善·造福人类》
为题的高峰论坛环节，华大集团
首席执行官徐讯、同创伟业管理
合伙人丁宝玉、松禾资本创始合
伙人罗飞、富煜亚洲总裁姒亭佑
等行业领袖、资本代表进行深度
交流。该论坛环节让产业、金融
等不同领域的中坚力量达成共
识，促使社会提倡负责任的研究
和创新，号召对科技活动中利益
与风险、安全与效率、权利与义

务等价值冲突加以合理的权衡
和精细的调节。

在 15场平行论坛中，大会设
立了“2020工业软件国产化高层
论坛”、“智慧湾区轨道交通的发
展与思考”、“连接一切的卫星互
联网”、“全球 XR 产业趋势发展
峰会”、“产业互联网专场”、“硬
科技科创大会”、“ 2020企业服务
洞见专场”、“数字化创造专场”
等主题论坛来关注数字技术的
发展趋势，同时设立了“科技x生
活新方式”、“科技大文娱跨产业
赋能”、“2020 国际投资峰会”、

“直播电商下一站”“科技让家庭
更美好”等主题论坛来聚焦智慧
出行、公共健康、新文娱、新消费
等社会话题。

这都充分体现了本届大会
的重要特点：既注重前沿技术的
探索与运用，也注重引导科技力
量来维护公共利益。

第128届广交会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动员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莫文艺 通讯员
粤市监）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有关工作部署，切实做好第
128 届广交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10月14日下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局）在广州举办第 128届
广交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动员会，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何
巨峰副局长作动员讲话。广州市市
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张嘉红副局
长出席会议。

何巨峰指出，第 128 届广交会
继续在云端举办，有利于进一步发
挥广交会全方位对外开放平台作
用，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推动对外
贸易稳定健康发展，畅通外贸产业
链、供应链，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高标准的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是广交会的“金字招牌”，
是办好网上广交会重要支撑。何巨
峰对本届广交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提高站位，切
实增强做好网上广交会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二
是坚持创新，加快健全网上广交会知
识产权保护新模式、新机制；三是强
化服务，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和良好
工作作风，公正精准高效完成网上
广交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任务。

张嘉红总结了广州市局筹备广
交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相关情况，
并表示广州市局按照省局的统一部
署，认真完成广交会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任务。

会议还传达了广交会主办方关
于驻会工作的相关要求，组织学习
了第 128届广交会知识产权纠纷处
理系统操作流程。省、市、区知识产
权部门，以及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专利局广州代办处、广东专利代理
协会等单位约 40 名参加本届广交
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人员参加动
员会。

增强维权援助力度，完善保护体系建设

本报讯（记者 麦博 通讯
员 凌子欣）为进一步增强荔
湾区内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将维权援助服务深入企
业和专业市场，由广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指导，广州市荔湾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主
办，广东省广州国际医药港
有限公司、华研文创品牌园、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广
州医药行业协会协办，广州
三环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
司、IPRDAILY、知人学院和
广州市发明协会共同承办的

“荔湾区知识产权维权援助
和保护工作站启动会”，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在广州国
际医药港成功举办。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保护处副处长关建

伟致辞表示，希望工作站挂
牌运行后，进一步提高知识
产权维权援助和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制度规范水平，完善
工作程序和服务标准，形成
系统完备的服务规范和服务
指南，总结形成可推广复制
的经验。

启动会上，举行了广州国
际医药港工作站揭牌仪式以
及华研文创品牌园工作站授
牌仪式，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分别与两个工作站签订了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和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站共建协议。

会议还邀请到两位大咖
为大家作分享。广州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知识产权部副部
长许淑文结合自身丰富的行
业经验，从中医药老字号创
新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政

策、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知识
产权保护保护措施及广药做
法为大家作了《守正创新—
中医药老字号创新发展与知
识产权保护》主题分享。

广州三环专利商标代理
有限公司江韵华资深律师从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概述、商
业秘密泄露的风险与防范、
知识产权侵权的风险与应对
为与会嘉宾带来了《知识产
权法律风险防范》主题分享。

下一步，荔湾区工作站
将立足全区，服务全区，为企
业提供宣传培训、维权援助
等一系列服务，切实推进荔
湾区知识产权工作不断迈上
新台阶，营造有利于科技创
新的良好营商环境，为推动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贡
献力量。

荔湾区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