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序
号

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1

加强前沿与应用基础理论研究。积极推进深度学习理论
研究，深入推进类脑智能计算理论研究，积极推动混合 省科技厅牵头，省教
增强智能理论发展，加强群体智能理论研究，前瞻布局 育厅等单位参与
量子智能计算理论研究，大力支持跨学科探索研究。

2

突破应用关键技术瓶颈。加大跨媒体感知、跨媒体分析 省科技厅牵头，省工
推理、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投入力度， 业和信息化厅、教育
突破应用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厅等单位参与

3

加强数据支撑共性技术攻关。面向优势产业和通用应用
场景，积极开展数据标签与标注标准化技术攻关。重点
突破数据智能学习技术的无监督学习、综合深度推理
等，建立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认知计算模型。积极发展
数据引擎与数据服务技术，重点突破数据深度搜索、数
据深度加工和数据交互核心技术，实现多场景下对数据
专业化需求的智能提取和输出。

省科技厅牵头，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发展
改革委、教育厅、市
场监管局等单位参
与

4

大力推动关键部件和系统研发。重点突破高能效、可重
构类脑计算芯片技术，加强神经元芯片、类脑芯片等高
端芯片自主研发和应用。大力发展智能传感器，重点突
破具有计算成像功能的类脑视觉传感器技术，推进微机
电系统、高性能光纤等高端新型传感器研发，支持面向
垂直应用场景的专用人工智能传感器的研发和应用。推
进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高效能类脑神经网络架构和硬
件系统研发，支持围绕智能机器人、智能手机、智能安
防、无人驾驶系统等领域开展开源软硬件系统、中间件、
编译库等技术研发，加快推动基于云端生态体系的核心
架构设计和应用系统研发推广。

省科技厅牵头，省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
息化厅、教育厅等单
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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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打造若干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支持腾讯加快医疗影
像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支持科大讯
飞加快智能语音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
设，构建智能无人系统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建
设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推动智能家居人工
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建设智能海工制造人工智能开
放创新平台。

省科技厅牵头，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发展
改革委、教育厅、卫
生健康委、自然资源
厅等单位参与

6

推进深度学习计算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建设一批深度学
习计算服务平台，强化对超级计算、交互式计算等高性
能计算研究。发挥中国科学院云计算产业技术创新与育
成中心等大型云计算服务平台作用，强化算法和技术研
究，为高校、企业等开展研发创新活动提供数据存储、
算法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建设面向深度学习的人工智
能公共计算平台，强化对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算法及大
数据处理等方面的研究，搭建满足重点场景的计算集
群。

省科技厅牵头，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发展
改革委、教育厅等单
位参与

7

推进开源软硬件基础平台建设。布局建设一批大数据人
工智能开源软件基础平台、人工智能云服务平台、新型
多元智能传感器件与集成平台和基于人工智能硬件的
新产品设计平台、基于人工智能的工业云算法平台。支
持开源开发平台、开放技术网络和开源社区建设。支持
无人机、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等行业龙头企业创建开
源开放服务平台。

省科技厅牵头，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发展
改革委、教育厅等单
位参与

8

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创建一批国家级或省级
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工程（技术）研
究开发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公共技术创新平台。面向 省科技厅牵头，省工
全球精准引进一批人工智能领域世界一流大学科研中 业和信息化厅、教育
心、实验室等国际高端研发机构，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国 厅等单位参与
际科技合作基地、联合研究中心等平台载体。组建广东
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9

推进行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建设一批技术转移中
心、检验检测中心等人工智能专业技术服务、知识产权
服务中心平台。加快推进高质量人工智能海量训练资源
库、标准测试数据集和云服务平台建设。在若干领域建
设高水平人工智能智库。加强公共安全和服务机构建
设，重点开展视频检索、图像及语音识别等跨媒体感知
融合技术研究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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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技厅牵头，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教育
厅、公安厅、市场监
管局等单位参与

10

加快多场景应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智能机器人、智
能终端产品、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无人驾驶运载设备、
智能制造、智慧政府、智能物流、智能教育、智能家居、
智能医疗、智能交通、智能金融、智能安防、智慧农业、
军民融合等领域的深入应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牵头，省委军民融合
办和省发展改革委、
卫生健康委、商务
厅、教育厅、市场监
管局、交通运输厅、
农业农村厅、自然资
源厅、地方金融监管
局、科技厅、公安厅
及各地级以上市政
府等单位参与

11

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园区蓬勃发展。培育建设一批人工智
能产业园区，广州重点建设南沙国际人工智能价值创新
园、黄埔智能装备价值创新园、番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价值创新园；深圳重点建设龙华人工智能产业核心
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珠海重点建设无人船科技港及
海上测试场、珠海智慧产业园、国机机器人科技园；东
莞重点建设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海湾新区、
京东都市人工智能产业新城；佛山重点建设禅南顺创新
集聚区；惠州市仲恺人工智能产业园区；韶关重点建设
韶关科技新城；汕尾重点建设汕尾高新区；肇庆重点建
设肇庆高新区、肇庆新区。

各地级以上市政府
牵头，省政务服务数
据管理局等单位参
与

12

打造人工智能小镇。在智能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
无人机等领域组织实施一批人工智能项目，集聚一批创 各 地 级 以 上 市 政 府
新型企业和高端创新创业人才，形成良好的人工智能产 牵头
业生态系统。

13

推动人工智能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打造一批人工智
能全球领军企业和品牌，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质行
动，开展独角兽培育计划，有条件地市制定培育人工智
能优势企业评价标准，鼓励企业挂牌上市，鼓励企业开
展全球并购。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牵头，省科技厅、发
展改革委、市场监管
局、地方金融监管
局，各地级以上市政
府、广东证监局等单
位参与

14

孵化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企业。推进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孵化培育和发展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支持有条
件的地市搭建人工智能领域新型创业服务机构。支持有
条件的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建设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化
众创空间，构建开源开放平台，孵化一批人工智能创业
企业。

省科技厅牵头，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发展
改革委、教育厅，各
地级以上市政府等
单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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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引进具有创新活力的龙头企业。支持全球人工智能龙头
企业在广东设立人工智能创新机构，推动企业在广东建
立区域总部、创新中心、孵化基地和“双创”平台。支
持有条件的地市编制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重点招商项目
库，靶向选取招商对象，策划引进一批高端人工智能产
业项目和龙头企业。坚持省市联合、部门联动，协同推
进重点项目签约落地。

省商务厅牵头，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科技
厅、发展改革委，各
地级以上市政府等
单位参与

16

加强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发展。推动广东与先进国
家和地区开展科技合作。吸引国外人工智能领先企业、
高校在广东建立区域总部或功能性机构。支持广东人工
智能龙头企业加快全球布局，对外开展兼并收购、股权
投资等活动。加强与海外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合作，
设立一批海外研发机构、孵化器、技术转移中心。支持
举办人工智能国际科技合作交流活动，优化申办会议流
程等各项手续。

省科技厅牵头，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发展
改革委、商务厅、地
方金融监管局等单
位参与

17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共创共赢。积极引导粤港澳三地人工
智能领域的优势科研力量围绕高级机器学习、量子智能
计算等关键核心领域加强研究合作，推进基础理论联合
创新。依托国家、粤港澳三地重大科技项目以及粤港联
省科技厅牵头，省发
合创新资助计划，组织实施人工智能重大技术、产业化
展改革委、教育厅、
项目。鼓励人工智能领域相关的国际合作团队、粤港澳
人社厅等单位参与
合作团队、重点实验室或研发中心、具有领军人才的团
队联合行业龙头企业，开展科技人文交流、联合实验室
共建、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等合作行动，积极构建
科技创新共同体。

18

促进省际创新要素协同联动。支持广东各创新主体与各
省市的优势高校、科研院所围绕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共
建研发机构、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载体，突破一批关键 省科技厅牵头，省教
核心技术，推动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到广东落地转化。加 育厅、发展改革委等
大扶持力度，吸引国内优势企业到在广东布局人工智能 单位参与
生产力，鼓励省内人工智能企业与百度、阿里等国内人
工智能领先企业开展技术攻关、产品开发等合作。

19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牵头，省发展改革
提升基础配套服务能力。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信息基础设
委、科技厅、教育厅、
施建设，加快智能化网络基础设备建设，统筹建设产业
商务厅、地方金融监
发展、技术研发、公共服务等领域大数据基础设施，建
管局、市场监管局、
设高效能计算基础设施等。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
局等单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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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加快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完善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政策，
建立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机制，打破信息孤岛。引导公共
服务机构开放数据，搭建综合性基础数据资源库和共享
服务平台，推进公共服务数据资源统一汇聚和集中向社
会开放。推动政务数据率先开放，在广州、深圳等地区
开展改革试点，推进其他地区政务数据的有序开放。引
导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或行业协会，建设各类行业数
据平台、知识图谱开放共享平台等。建立数据共享交换
监管制度，强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在数据安全的前
提下实现数据共享交换。

省政务服务数据管
理局牵头，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发展改革
委、科技厅、教育厅、
交通运输厅、卫生健
康委、地方金融监管
局、公安厅等单位参
与

21

加大科技金融支持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引导
作用，引导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等社会资本加大对人工
智能领域的投资力度。拓宽人工智能企业的融资渠道，
优化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科技贷款、科技保险、科技
租赁等融资方式，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融资体系。创
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开发
更多支持人工智能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省科技厅牵头，省财
政厅、地方金融监管
局，广东银保监局等
单位参与

22

23

24

构建标准规范和知识产权体系。建立健全广东人工智能
行业标准体系，加强人工智能数据标准体系研究，引导
龙头企业参与或主导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鼓励企业采用先进标准，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并开展
相关活动，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在国内外示范应
用。强化人工智能领域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
在图像识别、自动驾驶、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物联
网等重点领域建立知识产权服务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技
术专利协同运用。
健全法规和安全监管体系。加强人工智能法制保障、隐
私和产权保护、信息安全以及伦理道德研究，建立伦理
与风险审查机制，探索建立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地
方法规和伦理道德框架。开展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法律
问题研究，加快制定相关安全管理法规。加强人工智能
对安全和保密领域影响的研究和评估，构建人工智能安
全监测预警机制。建立公开透明的人工智能监管体系，
加强对人工智能产品开发、成果应用等的全流程监管，
推动人工智能行业和企业自律。

省市场监管局牵头，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等单位参与

省科技厅牵头，省公
安厅、工业和信息化
厅、统计局、市场监
管局等单位参与

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省市联动和沟通交流，建立由相关
部门共同参与的广东人工智能协同推进机制，统筹推进 省科技厅牵头，省工
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各项工作。推进人工智能智库建 业和信息化厅、发展
设，支持智库开展人工智能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问题研 改革委等单位参与
究，对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重大决策提供咨询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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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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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政策支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组织实施重大科技
专项，对接国家“1+N”人工智能项目，加大人工智能
重大项目在各方面的支持力度。发挥政策性基金的引导
作用，支持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和项目。积极承办全球人
工智能行业竞赛、高峰论坛和国际会议，利用广交会、
高交会等大型活动和各类媒体，宣传广东人工智能产业
投资环境和政策措施。开展人工智能科普活动。

省财政厅牵头，省委
宣传部，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发展改革
委、科技厅等单位参
与

集聚高端人才。制定人工智能专项引才计划。建立全球
人工智能高端人才数据库，柔性引才，开辟人才绿色通
道。培育人工智能青年领军人才和科学家，培养复合型
人才和团队。支持高校设立人工智能学院或研究院，引
导人工智能学科建设。

省委组织部、省科技
厅牵头，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发展改革
委、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教育厅、住房
城乡建设厅等单位
参与

优化空间布局。大力引进全球人工智能科技创新高端资
源。加强人工智能产业空间统筹布局，形成广州、深圳、
珠海为核心，以东莞、佛山、惠州为重点区域，以其他
地市特色发展为重要节点的区域发展格局。打造一批创
新型产业集群，构建特色突出、产业互补、区域协同、
共创共享的人工智能发展新业态。
加强试点建设。组织开展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和应用试
点，推动人工智能成果转化、重大产品集成创新和示范
应用。支持有条件的高新区、特色小镇实施一批人工智
能特色示范项目。通过试点先行、示范引领，总结推广
可复制的好经验和好做法，推进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
展。

各地级以上市政府
牵头

省科技厅牵头，省委
宣传部，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发展改革委
等单位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