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多部门联合举办
《职业病防治法》宣传活动

4月26日，市安监局联合市卫计委、市人社局、
市总工会在市职业教育（集团）学校开展《职业病防
治法》宣传周启动仪式暨职业健康论坛活动.

活动中，市安监局和职业教育（集团）相关负责
人进行了致辞。市疾控中心、市人社局、市安监局、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3M公司、企业代表带来
《常见职业病的预防与职业健康体检》、《劳动者的职
业病防治权利与义务》、《个人防护用品的佩戴》等讲
座，从防、治、保不同角度跟大家一起探讨职业病的
相关知识。市总工会为企业代表和在场学生捐赠了
职业卫生防护用品。现场发放了600余份法律宣传
资料、科普手册、宣传画报和500余套口罩、耳塞等
防护用品。咸宁市职业教育（集团）学校300名即将
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们参加了此次活动。同学们表
示，以前不知道职业病，本次活动让他们受益匪浅，
能为以后的职业生涯提供很好的帮助。

据悉，市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门将联合开展《职
业病防治法》宣传“五进”活动（“进职院”、“进企业”、

“进社区”、“进农
村”、“进媒体”），时
间 将 持 续 到 6 月
底。 (杨紹宁)

安监视窗

湖北科技学院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附属第二医院

附二医院坐落于咸宁市温泉老城区，东门马柏大
道168号，西门茶花路58号。医院现有教授16人，
副教授55人；博士12人，硕士50人。

附二医院是湖北科技学院直属的二级甲等综合
医院，编制病床650张。开设有内科、精神科、心理
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传染科、中医康复科、五官科、
皮肤科、急诊科、体检科、麻醉科、检验科、病理科、放
射科、超声科、机能科等临床科室；购置有核磁共振、
螺旋CT、四维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DR机等一
系列先进的大中型诊疗设备。

附二医院秉承“为病人谋福利、为咸宁添活力”
的服务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身心健康服务。热忱
欢迎惠顾！

健康热线：0715-8102616（门诊办） 8102639（急诊科）

受嘉鱼县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7年
5月16日10时对以下标的依法按现状在
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竞
价方式进行第三次公开拍卖，公告如下：

本次拍卖标的（以下简称标的）：
1、嘉鱼县鱼岳镇沙洋大道29号1层

（永久自行车行）、2层、3层商业房地产（嘉
鱼 县 房 权 证 鱼 岳 字 第 00030876 号 、
00030877号、00030878号），房屋建筑面
积：一层，129.63㎡、二层，435.27㎡、三层，
439.26㎡。土地使用权面积：337.42㎡，参
考价：310.85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

2、位于嘉鱼县鱼岳镇人民大道的一套
房地产，房产证号：鱼岳字第00021650号，
房屋建筑面积：201.79㎡，参考价：160.65
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
起，在标的所在地公开展示。

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申请人应于2017年
5月15日16时前将保证金缴至咸宁市产权交
易中心指定账户（户名：咸宁市产权交易中心；
开户行：湖北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淦河支行；账号：82010000000165731）（以
到账为准）。2017年5月16日17时前凭
竞买保证金收据及有效证件到咸宁市产
权交易中心或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签订竞买协议等）方可

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特别约定：1、拍卖成交后，由嘉鱼县人

民法院负责交付标的物；2、标的面积最终以
相关部门确权为准，若有出入，拍卖成交价款
以及拍卖佣金不予调整；3、标的过户及移交
时所涉及的相关税、费均由买受人自行缴
纳；4、请优先购买权人、被执行人、申请人
以及相关当事人见本公告后，在拍卖会当
日到场参加拍卖会；5、详情请见，人民法院
诉讼资产网（网址：http://www.rmfys-
szc.gov.cn）。

联系方式：
（一）咸宁市产权交易中心
联系人：陈女士
电话：0715-8126201 13986619871
地址: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3楼D区

D306室
(二）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715-8278999 18507249996
地址：咸宁市咸宁大道39号国际大厦

A座十九层
高院监督电话：
027-67673161、67673497

咸宁市产权交易中心
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8日

嘉鱼县司法拍卖公告

遗失声明
乐四清遗失温泉日新石材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22303600046932，特声明作废。
刘永胜遗失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原证编号：

420001340516，特声明作废。

4月18日，崇阳县教育局举行离退休党员“主题党日”
活动。图为会议现场。 通讯员 廖金义 摄

崇阳县教育局

举行离退休党员“主题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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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余琼报道：日前，来自美国加州茉莉
塔学区 Shivela、Vista、Thompson MS 、Monte Vista
EI 、Warm Spring 等5所公立学校的17名优秀教师到访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进行教学交流与文化体验活动。

学生志愿者们陪同外宾参观了该校基础设施和各类
场馆，沿途用流利的英语向来宾们介绍了学校的历史、校
区、教师、学生、多功能教室、各类活动场馆，以及办学理
念、特色文化活动和外语教学等。

美国教师代表团在校访问期间观摩了该校的英语课、戏
曲课、数学课、武术课，来自美国的老师Chrissy Thomas.
kelley和Katli Trask为该校八年级的部分学生上了一堂
生动有趣的英语课。双方教师还就英语、历史、艺术、体育、
俱乐部活动、无线电、创客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友好交流。

此次活动由中美文化寻力项目组织，该校是2017年春
季文化寻力中国行——荆楚之旅的始发站。“中美文化寻
力”项目是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与TBI集团共
同推动的一项中美师生的交流活动，目的是打造中外青少
年文化理解平台，构建文化寻力体系，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培养具备超强国际理解能力的国际化人才。

“中美文化寻力”美国教师代表团

访问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人机大对决又将掀起风暴。5月23
日起，人工智能系统AlphaGo除了对弈
中国大陆“棋王”柯洁，更将同时挑战多位
中国大陆顶尖棋手。

如果你还认为人工智能只是人类答
答题、下下棋的玩伴，那就大错特错了：阿
里的人工智能正准备担任“实习医生”；京
东人工智能客服JIMI正在为数亿消费者
24小时服务……

今年3月5日，人工智能首次被列入政
府工作报告。4月9日，工信部副部长刘利
华在“CITE2017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高峰
论坛”上表示，目前我国在智慧城市教育、
汽车智能客服等人工智能领域初步形成
了从技术到产业再到应用的完整布局。

中科院副院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
理事长谭铁牛院士曾在公开场合提到，今
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预计将达1650
亿美元，到2018年预计超过2000亿美
元。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成
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主任张平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技术
角度看，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
必然要依托之前的很多科技成果，产业的
发展也是融合性的，涉及许多应用领域，
在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中要有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在战略和战术上有较高水
平的应用能力。

我国人工智能专利数位列全球第二

“目前人工智能面临的法律问题非常
广泛，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道德伦理标准、
隐私保护、产品责任与安全、数据跨境传
输、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张平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举例说，在著作权保护上，机器创
作已经成为现实，机器人作家、画家、诗
人、记者等完成的作品其署名权的归属及
财产权的行使引发讨论，甚至有些国家已
经在法律上承认了机器人作者。

在张平看来，这已经挑战了整个知识
产权法律保护的理念。

“一旦承认了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
位，其法律责任承担也会引发变革。”张平
解释说，不同于传统技术领域，人工智能
领域的知识产权侵权往往是多个主体的
共同行为才能构成，间接侵权责任更多适
用是否会影响创新和公平竞争？技术中
立原则是否可以提供更多的侵权免责？
或者给技术平台提供者以更加严格的审

查义务？这些都应当结合产业发展做出
相适应的法律调整。

但张平说，目前国际上并没有成熟的
经验可以借鉴。

“法律制度是为技术和产业发展服务
的，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和应用如
果能够跟进甚或领先国际水平，我们应该
是这一领域规则的制定者和引领者，也希
望国家的决策者不仅应当关注人工智能
技术的发展，也应当提前研究人工智能立
法。”张平告诉记者，2013年，北京大学法
学院互联网法律中心开始设立专门研究
小组，跟进国际机器人法的研究，2016
年，联合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成立了“人
工智能法专业委员会”，并组织召开了人
工智能法国际论坛。“中心一直有一个团
队在做专门研究，希望我国在人工智能法
律规制上改变之前在制度建设上的被动
性。”张平说。

应提前研究人工智能立法

“我的研究显示，以语音识别（SR）为
例，全球SR人工智能专利数量在2008年
达到顶峰；SR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诉讼
则在2010年后开始井喷，这意味着人工
智能的产业化快速发展。”4月9日，在深
圳举行的第五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2017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
原加州伯克利大学中美战略研究中心主

任、北京大学访问教授吴霁虹在发言中表
示，在全球顶尖的产业专家和投资机构看
来，专利和专利诉讼的数量才是判断产业
是否爆发的两个最重要指标，“专利和专
利诉讼的爆发意味着人们可以靠技术告
状赚钱，意味着技术进入了商业化应用阶
段”。

虽然我国人工智能商业应用还处于

越到应用阶段知识产权纠纷会越多
上海智臻公司开发的小 i 机器人与

苹果公司 Siri 之间关于人工智能专利的
纠纷可谓一波三折。

该专利诉讼的焦点是一种聊天机器
人系统的专利，该专利由小 i 机器人在
2004年申请，2009年授权。2011年后，苹
果公司开始陆续在其产品中推出 Siri 智
能语音服务。

2012年6月小i机器人起诉苹果侵犯
其知识产权，苹果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
宣告小i机器人专利无效，但该项申请失
败，随后苹果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一审败
诉，二审胜诉。2015年6月，小i机器人向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并获立案。今年
1月有报道称，最高人民法院将提审苹果
与小i机器人的专利案件。

小i机器人与Siri专利之争

核心提示

这些巨头，如此布局人工智能专利
关键字：IBM
主要看点：三成专利与人工智能有关

美国商业专利数据库公布的数据显
示，2016年IBM专利申请数量达到8088
项，连续第24年处于领跑位置，比去年增
长将近10%。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这家公司的战略
重点逐渐转向人工智能领域，它在该领域
的专利数量也呈迅猛增长之势。在IBM
过去一年申请的 8088 项专利中，超过
2700项与人工智能和认知计算相关，超
过其专利总数的三成。其中，IBM于去
年7月提交的专利“用于公开域问答系统

训练的机器学习模型”，涉及回答日常人
类口语问题的机器学习。

关键字：迪士尼
主要看点：开始申请机器人专利

想象一下，连迪士尼乐园里的米奇都
变成了机器人，你会不会被吓一跳？

近日美国专利商标局公布的一项机
器人专利证明，迪士尼公司似乎正准备做
这样的事情。从迪士尼提交的专利申请
文件可以看出，这种机器人并非我们常见
的冰冷生硬的机器人，而是“可拥抱和互
动”的机器人。它具备一定的柔软度，可
以让在迪士尼游玩的孩子们去拥抱这些

机器人，与它们安全地互动，同时保证机
器人不会被破坏。专利文件显示，迪士尼
会采用3D打印技术制作模型，然后为其
裹上柔软材质的外层。

有报道认为，这项专利与迪士尼在互
动技术上的研究一脉相承。不过迪士尼
拒绝就这项专利进行评论，因此目前并不
清楚这项技术何时会应用于迪士尼乐
园。

关键字：苹果
主要看点：人工智能专利数量不敌对手

第三方市场研究公司CB Insights
去年年底公布了五家大型科技公司的专

利申请统计，分别包括苹果、谷歌、微软、
亚马逊、Facebook。

据统计，自从2009年以来，这五家科
技公司一共申请了5.2万件专利。在人工
智能领域，微软处于领先地位，已经申请
了 200多个专利，谷歌排名第二，拥有
150个。苹果的人工智能专利在五家公
司中排名最后，甚至落后于社交网络公司
Facebook。

不过据报道，苹果已经开始增强人工
智能和语音助手的短板，其动作包括招募
卡耐基梅隆大学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担任
苹果人工智能研发团队的总监以及收购
人工智能公司等。

拥有可供机器学习的海量大数据和
样本，这种先天优势让百度在人工智能知
识产权保护方面走在国内同行前头。

今年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开幕
前，全国政协委员、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李彦宏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针
对人工智能技术，百度已经在国内外市场
开展了专利布局。

在人工智能领域，百度公司在人工智
能领域公开的中国专利申请超过2000
件、国外专利申请数百件，技术内容涉及
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理解、用户
画像、自动驾驶、云计算等。

这些专利的布局对百度抢占技术制
高点及规划技术发展发挥重大作用。据
百度2016年财报，凭借百度在人工智能
领域的渗透和发力，百度移动端搜索、百
度金融、百度O2O等现行业务均呈现出
高速增长的态势。百度人工智能目前已
经全面渗透各项业务，为推动百度业务高
速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未来人工智能领域专利申请数量将
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态势，而且可以预期的
是百度还会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力。”
百度公司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专利事务
部高级总监苏静表示。

乌镇智库发布的《乌镇指数：全球人
工智能发展报告2016》显示，全球人工智
能专利申请数量，美国、中国、日本位列前
三甲，专利申请数量总和占到全球专利申
请总量的73.85%。自2001年，我国每年
新增人工智能专利数增幅较大，申请数、
授权数增长了40倍左右，共计15745项，
位列全球第二，而且自2012年开始，我国
的专利申请数及专利授权数超越美国。

从我国人工智能细分领域的专利申请
发展趋势来看，2011年之后，我国的人工智
能专利申请数量出现显著性增长，布局重
点放在了智能机器人与计算机视觉领域。

从全球人工智能部分细分领域历年
的专利申请数量趋势来看，机器人、计算
机视觉作为应用性较强的技术，专利申请
的增长幅度更快。同时，基于二者技术的
高度相关性，机器人、计算机视觉的专利
申请数量发展趋势呈现高度近似。

“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多超越了
传统理念，要垄断这些技术的应用，在专
利保护上可能会以基础专利、功能专利、
商业模式专利、系统软件专利、标准必要
专利等表现出来，这些专利的垄断性很
强，会引导和控制后续的许多人工智能产
业应用。”张平说。

起步阶段，但从仅有的公开报道的专利诉
讼案件中，业内外已闻到了人工智能领域
知识产权竞争的硝烟。

这当中最典型的案件之一，是“小i
机器人”与苹果之间持续多年的“纠缠”。
相关人士表示，像小i机器人和苹果Siri
这样的专利之争并非个例，近年来人工智
能发展势头迅猛，未来或许有更多的企业

深陷专利侵权诉讼的泥淖。
“人工智能技术严重依赖于拥有大量

专利的传统ICT技术领域，这些专利都处
于非常活跃的时期。当人工智能产业化
的时候一定会有大量的专利纠纷，这是知
识产权制度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必然，越到
应用阶段知识产权纠纷会越多。”张平表
达了类似的观点。

未雨绸缪还是被动改变动改变
“井喷式”增长挑战人工智能专利保护

咸宁职院走进乡村学校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垄上行”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边素珍报道：4月26日，咸宁职院心

理健康教育中心教师及学生干部等20余名心理志愿者奔
赴通山县振新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垄上行”活动。本
次活动是该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开展的“竹梦泉情”关爱儿
童心育工程项目之一。

咸宁职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院心理中心的志愿者们
一行人来到振新学校，了解了振新学校儿童心理发展现
状。据悉，振新学校现有学生2000人，其中三分之一为留
守儿童。由于心理辅导资源匮乏，学生中尤其是留守儿童
有各类学习、情绪等问题。为积极响应湖北省教育厅号召，
为地方学校提供心理帮扶，咸宁职院心理中心积极发挥示
范中心的辐射效应，2016年在全省率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垄上行”活动。振新学校是咸宁职院心理健康教育“垄上
行”活动的站点之一。

咸宁职院的心理中心的志愿者们现场捐赠了一批心理
知识科普丛书，心理中心的教师黄霞、吴微分别为该校女生
做了青春期心理知识讲座和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双方还约
定今后咸宁职院将定期为振新学校师生提供心理帮扶。

据介绍，该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在做好学校师生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的同时，还不遗余力为地方提供社会服务，在
咸宁地区及各县区中小学校开展公益性的心理辅导，持续
传递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