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闵华清带来主题为《机器人智能与
软件》的演讲。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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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深海科技创新发展论坛“聚焦深海科技，筑梦中国蓝湾”

专家学者齐聚深圳助力现代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 韩战锋）9月13-15日，2021深
海科技创新发展论坛在深圳市
大鹏新区举行。论坛由深圳市
科学技术协会、深圳市大鹏新区
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深海技术
创新研究院联合主办，深圳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指导，深圳市科技交
流服务中心（科技专家委员会办
公室）、深圳市大鹏新区科技创
新和经济服务局共同承办。

论坛以“聚焦深海科技，筑
梦中国蓝湾”为主题，由主论坛、
专业分论坛、专家研讨会及参访
活动组成。论坛邀请了科技部
原部长、院士徐冠华，科技部中
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主任黄
晶等众多海洋领域顶尖专家，共
同交流海洋经济发展技术前沿
热点，探寻抢占海洋科技创新发
展制高点的路径，提高海洋资源
开发能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助力建设海洋强国。深圳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科学技
术协会主席蒋宇扬，大鹏新区党
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吴波出
席论坛并致辞。

蒋宇扬在致辞中表示，深圳
因海而生，向海而兴。建设全球
海洋中心城市是国家赋予深圳
的重大使命，也是建设先行示范
区的重要内容。市委市政府历
来高度重视海洋事业的发展，近
年来出台了一系列助力打造全

球海洋中心城市的举措，推动深
圳海洋事业高质量发展。自
2016年以来，海洋主题系列论坛
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今年是第
六届。论坛已经成为碰撞思想、
交流智识的平台，更是引领深海
科技前沿、催生产业创新的平
台，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引导作
用。未来，我们将抢抓“前海扩
区”的重大机遇，积极拓展海洋
经济发展空间，抢占海洋科技创
新发展制高点，为全球海洋中心
城市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吴波在致辞中表示，大鹏新
区作为深圳海洋资源最丰富的
海洋大区，正大力实施向海发展
战略，海洋空间开发布局更加优
化，海洋大学、深海科考中心、海
洋博物馆等重大涉海项目加快
建设，深圳国际生物谷和国际食
品谷建设迈上快车道，全球海洋
中心城市集中承载区和世界级
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加速成势
成型。接下来，将着力引进一批
国家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
动建设面向深海科学研究、深海
资源开发、深海安全保障的国家
级多功能平台。诚挚邀请海洋
科技领域人才把创新创业的激
情和汗水挥洒在大鹏，大鹏新区
将以最大的诚意、最好的环境、
最优的服务和最扎实的行动助
力大家创新创业、追梦圆梦。

在深海科技创新发展主论

坛上，科技部原部长、院士徐冠
华，科技部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
中心主任黄晶，中国大洋矿产资
源研究开发协会办公室副主任
李波，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海
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
海）主任陈大可，中国工程院院
士、清华大学教授何友，中国工
程院院士、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
广东省实验室（广州）主任张偲，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副主席、中国海洋学会副理
事长周守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研究员
蒋兴伟，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副所长叶聪等几位院士专家围
绕深海科技创新发展等话题，开
展高层次学术交流，分享最新研
究成果，探寻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新思路。

13 日下午，论坛举行“加快
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专
家研讨会”，借用外脑为深圳建
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服务。徐
冠华院士等多名海洋领域顶尖
的专家学者将围绕深圳海洋大
学、国家深海科考中心等议题进
行深入对话，讨论全球海洋中心
城市发展规划，展望海洋经济发
展前景。与会嘉宾分享了各自
专业领域的最前沿和尖端的信
息，为加强海洋领域政策体系顶
层设计献言献策，对增强深圳海
洋规划的超前性、战略性起到了

重要的促进作用。
论坛还举行“深海智能技术

论坛与下一代探测装备发展论
坛”“海洋碳中和论坛”“中小型
海洋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论
坛”“深海科技开发论坛”“海洋
生物医药及功能制品论坛”“大
鹏新区海洋专题投资推介会暨
深海产业项目对接会”等活动。
与会专家学者从深海智能技术、
智能装备、碳中和、深海开发、海
洋生物医药等角度出发，进一步
探析海洋经济发展前景。此外，
论坛配套举行大鹏新区海洋企
业参访活动，组织与会嘉宾参观
广东海洋大学深圳研究院、深圳

华大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国
际生物谷等组织机构，促进社会
各界人士深化海洋领域的科技
合作，共同助力深圳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

2020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组织实施了服务科技经济融合
发展行动，打造“科创中国”服务
品牌。深圳作为“科创中国”首
批试点城市，本届论坛是“科创
中国”的重要活动之一，旨在汇
聚国内外创新资源，推动科技创
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塑
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
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
讯员 熊知一）9月 12日上午，
珠江科学大讲堂第 87讲在广
东科学中心珠江厅举行。本
次珠江科学大讲堂的演讲嘉
宾是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广东
省机器人协会专家委员会执
行主任闵华清，带来主题为《机
器人智能与软件》的演讲。本
次活动由广州市科技局、广东
科学中心、羊城晚报社主办，
广东省机器人协会联合主办。

机器人的分类主要有工
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服务
机器人三类。闵华清举例说，
工业机器人是先进制造业的
关键支撑装备，汽车生产线就
是工业机器人最典型的场
景。现在大家生活接触、看到
最多的是服务机器人，如餐厅
送餐机器人、扫地机器人、机
器人宠物等。很多科学装置，
特殊处理场景的水下机器人、
无人驾驶的火星车，都属于非
常典型的特种机器人。

机器人系统是怎样组成
的？闵华清说，机器人在硬件
上有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
类似于人类的感官、大脑和手
脚。

如今，机器人系统日益复
杂，从以前简单功能的机械作
业，到现在传感器硬件越来越
多，运动机构越来越复杂，软

件系统越来越
庞大，应用功能
越来越强大，实
现更多复杂功
能只能作业。

而 机 器 人
核心价值主要
决定于机器人
软件，涉及机器
人系统软件和
智能技术。闵
华清说，机器人
软件是运行于机
器人控制器上的程
序，从传感器获取
环境信息及机器人
自身状态，使用相应算法进行
数据分析和处理，操作机器人
执行器/机械结构，从而实现
机器人的任务。换言之机器
人软件是机器人的“灵魂”，操
控着传感器、执行器、机械结
构等组成的机器人“身体”。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曾
经给出了一个关于机器人的
定义，分为功能性、通用性、独
立性、智能性四个方面。功能
性上，机器人要具有类似于人
或其他生物某些器官功能；通
用性上，机器人要具有通用
性，工作种类多样，动作程序
灵活易变；独立性上，机器人
要具有独立性，完整的机器人
系统在工作中可以不依赖于

人的干预；智能性上，机器人
要具有不同程度的智能性，譬
如记忆、感知、推理、决策、学
习等。

现在世界上很多企业，很
多的研究机构，对未来的科技
发展都有一个展望，华为也作
了一个展望，全球产业展望
GIV2025，在这个展望的感召
下，华为招聘全世界的人才。
目前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要突
破的核心问题，总结为 4个方
面，一个就是系统软件；其次
就是集成电路，我们称之为芯
片；核心零部件，就像工业机
器人的运动手臂等等核心，要
快就能快，要慢就能慢；还有
就是人工智能。

机器人的“灵魂”是什么？
珠江科学大讲堂告诉你

论坛现场。 主办方供图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员
华发七弦琴）9 月 9 日至 10 日，第
三届粤港澳大湾区高价值专利培
育布局大赛（以下简称“湾高赛”）
复赛在佛山开赛，分组百强项目
团队站上了复赛的擂台，角逐本
届湾高赛总决赛名额。广东省知
识产权局、佛山市知识产权局、华
发集团旗下横琴国际知识产权交
易中心等主办单位、承办单位代
表参加了大赛复赛活动。

第三届湾高赛由广东省知识
产权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知
识产权署、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佛山市人民
政府主办，佛山市知识产权局、华
发集团旗下横琴国际知识产权交
易中心承办，广州奥凯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作为战略合作单位。

活动上举行了第三届湾高赛
分组百强项目颁奖仪式。本届湾
高赛的分组百强项目从 902 个参
赛项目中优中选优、严格遴选。
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分组百强
项目覆盖内地和港澳地区，其中
共有12个来自港澳地区的优秀专
利项目；从参赛主体类型来看，企
业参与度高，分组百强项目主体
80%为企业，17%为高校、科研机

构，3%为个人；从技术领域来看，
分组百强项目所属的重点产业
多，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
与健康、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专利
技术密集、大湾区大力发展的产
业入围数量较多。

复赛评审现场介绍了评审注
意事项和评审专家分组情况。为
保证大赛的公平、公正，评审专家
现场签订了服务承诺书和保密协
议。复赛采用项目路演的方式进
行，分组百强项目团队分6个会场
同步进行比赛，其中广东省内参赛
团队进行现场路演，港澳地区、广东
省外参赛团队则通过线上的方式进
行远程路演。复赛从项目的专利技
术先进性、技术效果、产品市场规
模、核心专利授权文本质量、保护范
围及稳定性、项目中已布局其他相
关专利的数量、类型和质量等多个
维度展开评审，来自国内知识产权
领域、技术领域、投融资领域的 30
位评审专家根据复赛评分规则对
专利项目进行评审打分，综合复
赛各项得分情况，根据本次复赛
结果，选拔出本届湾高赛分组 50
强项目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将于
11 月举行，将最终决出本届大赛
金奖、优秀奖共35个奖项。

第三届湾高赛复赛在佛山开赛

广州市天河区翔龙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注册号：
52440106MJK981369L）经理事会决议，拟向单位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余美林、何彩霞组成，请债
权人于见报日期起45日内向本中心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2021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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