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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我们世界第二我们世界第二

网络共治，中美合作“优等生”
本报特约记者 周霁锟

美国东西方研究所副总裁麦康纳接受本报专访

细看这次两会代表委员名单，不难发
现这样一个现实：房地产背景的大

佬纷纷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互联
网行业“科技明星”。在中国经济转型的
大背景下，这样的转变或许是一种必
然。在这些“科技代表”“科技委员”
中，全国政协委员、百度CEO李彦宏是
媒体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近日，李彦
宏接受 《环球时报》 等媒体联合采访，
畅谈他的新提案、人工智能 （AI） 以及
与谷歌的“瑜亮之争”。

谈雄安——“我们在和当
地官员探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环球时报：您连续两届担任全国政
协委员，这次两会您将提交哪些提案？

和此前五年的关注点相比有什么变化？
李彦宏：之前 5年我的提案更多聚

焦一些具体问题，希望在“术”的层面
对国家有所帮助。今后 5年我可能会逐
步把镜头往远拉，提一些相对更宏观的
东西，领域也不一定完全都是计算机、
IT、互联网这些，跨度会更大一些。

今年我有 4个提案，其中两个和我
的专业相关度较高，一个是希望国家出
台政策鼓励人工智能的开放平台，另一
个是希望政府在无人驾驶法规方面发挥
更多作用。另外两个，一个是有关雄安
的，我建议雄安能有更灵活的税收政
策，以便企业更好地引进人才；还有一
个是建议中国出台更激进的控烟政策。

环球时报：已经有很多企业表达了
到雄安这个新时代“地标”落户发展的
意愿，百度将有哪些业务布局？

李彦宏：我们很希望我们的无人驾
驶技术能更多地进入雄安。雄安是一座
新城市，这决定了它在基础设施建设上
有很多后发优势。它可以在规划之初就
规定好哪些区域只能通车，哪些区域只
准走行人，哪些地方可以地下通行，哪
些红绿灯可以通过计算机或人工智能来
控制，甚至可以提前规划部分交通规则
能否改变。我们一直在和雄安的相关官
员探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谈谷歌——“我从来没觉得
自己是一个模仿者”

环球时报：您觉得中国的人工智能
以及其他高科技整体在世界上处于一个
什么水平？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和欧美
国家的差距又在哪里？

李彦宏：客观来讲，中国在人工智
能领域处于世界第二的水平，第一依然
是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比，中国的优
势非常明显。如果就中美两国来比，美
国当然在很多方面有优势，比如人才、
基础理论研究、算法创新等。美国互联
网公司对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也普遍比
中国更高，投入也更坚决、更大。

但中国有中国的优势。第一，中国
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7亿网民全都
说中文，拥有统一的法律和相同的文化
背景，这意味着 7 亿人产生的数据和
谐、统一、可比较，可以得到非常有价
值的结果。而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制国
家，各个州的法律很不同，所以在数据
优势上不如我们。

第二，中国政府对创新的态度很开
放和开明，愿意尝试新事物。即使在相
关法律还不那么健全的情况下，政府的
总体态度也总是鼓励创新的。比如去
年，我把无人车开到北京五环上，相关
部门虽然做出了处罚，但整体态度仍然
是很包容的。

第三，中国的传统产业对新技术的
抗拒程度比美国低。电子商务领域是一

个典型例子，美国每个线下企业都要搞
一个自己的电子商务系统，但中国会让
专门的线上企业来做，效率更高。人工
智能领域也一样，无论是首钢的工人还
是大兴的桃农，当我们和他们说起可以
用人工智能来替代分拣时，他们的态度
都是非常乐意接受。可以说，无论是农
业、工业还是服务业，中国对新技术的
态度普遍更开放一些。

环球时报：以前百度常被叫作谷歌的
“模仿者”，不过前一阵子美国《时代》杂志
给了您一个新称号：中国的“创新者”。从

“模仿者”到“创新者”，您有什么感受？
未来您希望成为中国的“什么者”？

李彦宏：我当然很高兴，因为模仿
者不是一个很好的词，而创新者则显然

是大家对你的一种认可。但从我心底来
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一个模仿者，
即使是在搜索引擎这个领域，我发明的
超链分析的专利也比谷歌更早。这么多
年百度的发展从来都是在研究市场，而
不是去模仿竞争对手。当然，很多人可
能会发现谷歌和百度很相似，所以对出
现“模仿者”这个印象我并不奇怪。

经过这么多年，今天百度已经做出
很多和谷歌及其他公司很不一样的东
西，这个印象自然慢慢会被扭转。从大
的层面，人们会渐渐发现，很多原创的
东西来自中国，尤其是美国更会知道，
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美
国构成挑战，那只能是一个国家——中
国。因此，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代表公
司，我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创新者”。

如果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和谷歌比
较，我觉得谷歌现在像是人工智能领域
的“iPhone”，也就是从操作系统到制造
再到服务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做。而百度
希望做这个领域的“安卓”，也就是开放
源代码，所有人都可以来合作。从长久
来看，我相信开放是必然会战胜封闭的。

谈“海归”——“中国的机会
比我们那个时候又多了很多”

环球时报：您是20多年前回国创业
的，而我们现在也迎来改革开放40年最
大的海归潮，您怎么看待这些回国创业
的人？如果请您跟现在创业者分享一些
经验，您会跟他们说些什么？

李彦宏：这方面我还是很有感触
的。在我回国之前，媒体上所有宣传几
乎都是老一辈回国的留学生，还有他们
的家国情怀。当时有人问我：你是不是
因为爱国所以回来了？我说，我当然爱
国，但首先我觉得中国有机会，我能够
施展我的才华和抱负，所以我才回来了。

今天，越来越多留学生选择回国，
我想这说明中国的机会比我们那个时候
又多了很多。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增长速度又这么快，各行各业都充
满机会，在国外接受教育的留学生，可以
在国内找到更适合他们发展的机会。

不同时期的留学生可能给人的印象
不太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回国的人经常
觉得“我见过最先进的东西，我告诉你
怎么干”，而今天的年轻人更多是“我在
国外学到了这些东西，我希望在国内找
到施展的空间”。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更加
健康的状态。

如果要送今天的海归创业者一句
话，那就是：找准你喜欢又擅长的事，
然后长期坚持下去。▲

从普通黑客攻击到国家“网络部
队”，互联网时代，人们已难回避

“没有边界的战争”。这样的战争会一
直持续下去吗？全球网络共治前景如
何？《环球时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布鲁
斯·麦康纳先生。麦康纳是美国知名智
库东西方研究所副总裁，致力于减少
安全冲突和增加中美在传统安全领域
和互联网空间共治的合作。麦康纳曾
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小组组
长以及负责网络安全的副部长帮办。
值得一提的是，麦康纳与中国颇有渊
源，他从小就被中国的故事和精美的
中国工艺品包围着，因为他的父母曾
在 二 战 期 间 和 中 国 军 队 并 肩 战 斗 ，
1945年国共重启谈判期间，他的父亲
（后来成为美国空军参谋长） 曾为毛泽
东主席和中共代表团驾机往返延安和
重庆。

通过网络影响本国公民
和敌人，各国都在做

环球时报：自有网络以来，网络
安全就不断被提起，但发展到今天，
这个问题好像更严重了，为什么？

麦康纳：在全球，数十亿人依靠
互联网从事商业活动和生活。如果互
联网不可靠、不安全，政府、商业和
社会联系将无法正常运作。互联网已
成为现代人类生存所必需。没有网络
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欺骗和窃取
银行、企业及个人的资金和信息，恐
怖组织利用它招募成员，而国与国之
间把它看作战场。这些威胁造成诸多

基本服务有受到严重破坏的危险，可
能导致不稳定和冲突。

环球时报：目前全球有 30多个国
家有“网络部队”，您是网络安全方面
的专家，您怎么看待主要国家网络部
队的实力及竞赛？

麦康纳：军事和情报网络部队有
能力对互联网及其支持的基本服务造
成重大干扰。银行、金融、电力和政
府系统面对网络武器的突然使用，都
是脆弱的。国际和平与安全还受到因
不确定这类武器的来源和意图而造成
的紧张局势误判和升级的威胁。与其
他主要武器一样，人类必须共同努
力，应对网络武器严重的潜在影响。

环球时报：有关俄罗斯介入美国
大选的说法不绝于耳，美国让“今日
俄罗斯”电视台作为“外国代理人”
进行登记。您如何看待美俄这种纷争？

麦康纳：在互联网革命的推动
下，对民众在线关注的争夺在全球范
围内发生着。各国政府都在寻求影响
自己的公民和他们的敌人，更不用说
公司利用互联网吸引人们购买产品和
服务，恐怖组织利用网络恶意宣传。
我认为，这种争取人类关注的竞争是
对自治、民主和公共生活的最大威胁。

“如果两国共同发挥领导
作用，将影响整个世界”

环球时报：在美俄以及美中之
间，有关黑客攻击的指责与反指责已
经持续很多年。鉴于此，您对国际网
络安全合作的前景看好吗？

麦康纳：所有大国都经历过并参
与过其他国家试验和使用网络武器的
活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活动是探

索性和有限的。然而，错误估计和冲
突升级的可能性是非常现实的，必须
通过更好的跨国沟通来加以管理。

一些双边沟通正在发生，比如奥
巴马时期开始并持续至今的中美高层
网络对话。但仅有这些还不够，还需
要做更多工作，包括军事领域的对话。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中美在网
络安全合作方面有什么特别意义？

麦康纳：中美是最大的互联网用
户和最强大的技术提供者。而阿里巴
巴、腾讯、百度、华为、科大讯飞等
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全球影响力也在上
升。2016年，排名前 20的互联网公司
中有7家是中国企业。我认为，如果中
美两国共同发挥领导作用，将影响整
个世界。它们应开始以身作则，首先
商定对相互使用网络武器的限制，并
合作降低犯罪分子和其他恶意行为者
目前的网络攻击水平。随着中国和美
国一样成为网络超级大国，其和平领
导责任也将进一步增加。

中美网络交流“仍处于早
期阶段”

环球时报：中美签署过网络安全
协议，进行过高级别对话，截至目
前，您觉得两国合作的成果如何？

麦康纳：中美双边交流的种种成
果仅显示了双方良好期望的意图，仍
处于早期阶段。为取得有意义的进
展，需要给予更多关注，两国政府高
层都需要参与，包括军事方面。

在这一领域，无论是美国还是中
国的跨国企业都可以提供帮助，分享

它们在网络上观察到的网络活动信
息，以及进行应对的方法。公司的参
与是军事和文职人员参与网络安全及
信息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自习主席 2015 年成功访美以来，
两国就网络共治和打击黑客达成了一
揽子富有成效的方案和工作机制，这
些机制至今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几
乎杜绝了来自两国的有组织网络攻
击，增强了双方对网络共治、打击黑
客行为的互信；其次，双方在工作层
面形成了热线交流机制，一方一旦发
现黑客行为，即通过热线通报对方，
并通知相关执法部门。

如果一定要量化的话，两年多
来，通过中国服务器对美国的网络攻
击至少减少了80%。此外，还澄清了一
些第三国通过中国服务器针对美国的
攻击。由于双方良好的沟通机制，我
们能在第一时间辨别这些代理攻击。
所以说，中美通过高层对话，建立行
之有效的沟通、交流和解决机制，解
决网络攻击，实现互联网良性治理，
堪称双方合作的楷模。

环球时报：您常来中国参加互联
网大会，您跟中国有很深渊源，您心
目中的中美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

麦康纳：今天，这两个大国面临
着一个新对手，抗击这个敌人需要我
们在互信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友
谊。这个新对手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
国家范围内，它以气候变化、恐怖主
义、网络犯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
散等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我
们必须携手合作，无论南方或北方，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中美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合作和
友谊历史。他们有不同之处，但我们
一起生活在一个非常小的星球上，两
个大国在道义上有责任建立一种新的
合作关系，以解决人类面临的许多问
题。这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

全国政协委员、百度CEO李彦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