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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咖秀互联网大咖秀

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概
念火热，市场上标榜采用人工
智能技术的科技产品层出不
穷。智能牙刷、智能水杯、智
能体重秤，日常生活中司空见
惯的物品似乎贴上“智能”的
标签，转眼就“高大上”起
来。然而事实是，人们的生活
可能正在被大量“伪智能”产
品所蒙蔽。

由于学术界和产业界对于
“智能产品”并没有一个准确
定义，目前市场上很多打着

“智能”旗号的产品距离实际
意义的智能控制还有很大技术
和功能上的差别，比如一些所
谓的智能洗衣机，只是通过简
单的“电脑控制”辅以智能概
念而宣称智能化；有的冰箱将
成熟的自动调节温度技术说是
智能化，其实只是具有自动变
频功能冰箱。这些“伪智能”
产品不仅无助于提升用户体
验，还伤及了产业创新的正常
生态。

不可否认，当前中国的人
工智能产业正处于一个智能与
伪智能并存的过渡时期，一些
厂商抓住了消费者的盲从心
理，在利益驱动之下，热衷于
拿智能化当噱头，进行“网红
化”营销；一些企业为获得资

本的青睐，走上了“伪智能”、“伪创新”的弯
路。短期来看，借助于概念粉饰下的“智能”炒
作会获得一些利益；但说到底，智能硬件市场的
规律与所有其他的大众消费品一样，谁能用更低
的成本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谁就能赢得更多的
用户。一味地炒概念、吹泡沫，脱离实际需求、
不顾市场反馈、忽视用户体验，最终只会让消费
者失去信心，甚至危及行业良性发展。

创新决不是花架子、搞噱头，“半招虚假”
也会导致“全盘皆输”。在人工智能领域，创新
既要紧跟时代、具备前沿理论知识，又要静下心
来、深钻业务，扑下身子、细研创新。创新不仅
要量的扩张，更求质的提升；不求“差不多”，
而求“叫得响”。真正的产业创新，不是打败对
手，而是开拓未来。只有把资源投放到满足市场
的真实需求上，用真实过硬的技术、富有匠心的
产品解决寻常生活的“痛点”，才能在人工智能
赛道上赢得先机。

科技水平影响民族兴衰，创新能力关乎国家
命运。当前，世界正处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的交汇点上，各种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风生
水起、春潮涌动，中国的科技企业尤其是人工智
能厂商更要不忘初心、放眼未来，发现机遇、抓
住机遇、用好机遇，为中国产业的创新发展、转
型升级注入更多源头活水。

“智理”污染出绝招

打开中国生态环境部官方网站的“数
据服务”版块，映入眼帘的是全国各城市
空气质量指数 （AQI） 的实时滚动数据。
挪动鼠标，还可以点击进入“国家地表水
水质自动监测实时数据发布系统”“全国
空气吸收剂量率发布系统”等数据平台。
这些数据，来自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环境
监测网络。

2017年，为应对严重的空气污染，原
环境保护部开始探索建立大气污染热点网
格监管方法和制度。利用卫星遥感和大数
据分析技术，筛选大气污染“热点网格”
辅助执法检查，以提升环境监管的精准
性。它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城市划分为
36793 个网格，综合卫星遥感、地面空气
质量监测、气象、大气污染源等数据分
析，利用大数据反演技术得出各个网格的

PM2.5浓度，并结合各地的大气污染源分
布情况，筛选出PM2.5浓度最高、污染排
放最重的 3602 个网格作为大气污染热点
网格，以此提高大气污染防治的科学化和
精准化水平。目前，“热点网格”已经从
3000米×3000米，缩小为500米×500米。

同时，为提高重点区域环境监管效
能，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生态
环境部于 2018 年启动了“千里眼计划”，
组织开展重点区域大气污染热点网格监
管。伴随“千里眼计划”实施范围逐步扩
大，将实现对中国重点区域热点网格监管
全覆盖。

在日前召开的全国自然生态保护工作
会议上，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表示，要
加强基础调查评估和动态监测，加快构建
和完善生态系统数量、质量、结构、服务
功能四位一体和陆海统筹、空天地一体、
上下协同的监测网络。打造生态保护综合
统一监管的大数据平台，推进国家级和省

级生态保护数据互联互通。

全国织就“数据网”

6月初，重庆市大渡口区生态环境局
发布消息称，其今年建设的大渡口区大气
污染防治网格化监控平台已正式投用。

据了解，该项目通过在全区范围内布
设的 34 个大气网格微观监测点，获取实
时空气质量数据，借助预警平台进行大数
据分析，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

大渡口区运用大数据技术开展污染防
治的做法在全国并非个例，目前，全国已
经织就一张环保“数据网”。“近年来，不
少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应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探索环境治理模
式，创新环境监管手段，实行精细管理、
精准治污。如建立了生态云平台、在京津
冀和汾渭平原运用的热点网格监测、构建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治理大气污染
等。”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副秘书长滕
建礼说。

大数据为什么能在全国各地得到广泛
应用？大数据技术的日臻成熟为此奠定了
重要基础。以“大数据治霾”为例，据中
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贺克斌介
绍，“大数据治霾”的具体应用主要涉及
到三套数据体系：其一是生产活动和生产
活动产生的排放数据；其二是气象数据；
其三是排放数据和气象数据在各种条件下
匹配所产生的污染物数据。

“传感器的广泛使用使得检测者有能
力采集甚至于低成本采集数据，数据量的
大大增加，将让人们在对各类情况下都可
以迅速做出更加准确的决策和应对措
施。”贺克斌说。

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日益走
向信息化、精细化、科学化，也为大数据
应用提出现实要求。近年来，“大数据”
一词频繁出现在有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

各类文件中。比如，生态环境部日前印发
的《关于在生态环境系统推进行政执法公
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制度的实施意见》中，就特别指
出，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依托大数据、云
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大力推进“互联
网+政务服务”平台、环境执法平台、

“互联网+监管”和生态环境保护大数据
系统建设。

给世界贡献中国方案

随着在中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大
规模应用，大数据不仅成为国内环保工
作的关键技术，也为加强世界生态环保
合作，共同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作出贡献，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
国方案。

不久前，由生态环境部和中外合作伙
伴共同发起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
联盟暨“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
平台正式启动。

据悉，该服务平台定位为支持“一带
一路”国家绿色转型、促进绿色贸易、绿
色投资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信息交流旗
舰式窗口。其主要任务与功能包括：通过
推动沿线国家加强监测能力建设，提高数
据采集能力；通过数据共享，整合建成

“一带一路”生态环保综合数据库；为与
沿线国家开展生态环境国际合作提供咨询
服务和决策支撑。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表示，
“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旨
在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卫星遥感
等信息技术，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生
态环保合作提供信息支撑，服务绿色“一
带一路”建设。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美丽中国，为
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
安全作出贡献。大数据技术，正在为成为
践行这一理念的最有力工具之一。

从在线监控到热点网格

大数据让生态保护“有数”
本报记者 卢泽华

从在线监控到热点网格，从“千里眼计划”到“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近年来，中国生态环境建设正凭借大数据

技术走向精细化、智能化。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随着信息时

代深入发展，大数据技术在环境信息收集分析、环保工作的规划衔接、环境污染监管防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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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城市管理局推出了以大数据云计算为基础的执法新模式，让城
市管理部门犹如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城市管理局推出了以大数据云计算为基础的执法新模式，让城
市管理部门犹如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车企重金投入

共享经济作为新经济模式的代
表，逐渐渗透进生活的各个角落。共
享汽车作为其中的佼佼者之一，极大
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近年来，众多国内外品牌纷纷投
入共享汽车市场，试图从中分一杯
羹。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
国共享汽车商业模式创新与投资机会
深度分析报告》 显示，从 2017 年开
始，新注册的共享汽车企业数量逐渐
增多。截至2018年6月，国内已注册
的共享汽车企业超过400家，投入运
营的共享汽车数量已超过10万辆。

国有车企纷纷投入重金——今年
5月 28日，“东风出行”首批 1000辆
共享汽车在武汉投入运营。而在此前
几年，一汽集团、长安集团、上汽集
团也各自推出的分时租赁等共享汽车
产品。民营企业重庆力帆和长城汽车
也发布了“盼达用车”“欧拉出行”
等共享汽车品牌。

此外，不少新能源车企和互联网
公司也加入共享汽车阵营。如格罗夫
氢能汽车公司日前宣布今年将在重庆
生产200辆面向分时租赁市场的氢能
汽车。今年3月，苏宁、阿里、腾讯
等企业携手一汽、东风、长安，共同
出资97.6亿元打造T3出行公司。

尽管各方对共享汽车的未来满怀
憧憬时，但有专家表示，共享汽车大
多仍处于大规模投入期，没有盈利，

一些运营成本高、服务能力差的企业
难免被淘汰。

“共享汽车与市场真正的需求还
有一定距离。目前存在着资本认可但
市场不认可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
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说。

运营问题频发

随着共享汽车的大规模布局和投
入，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新手司机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停运、押金难
退、用户体验差等问题频频出现，成
为影响共享汽车发展的问题。

近日，在湖南湘潭，一名 23 岁
的大学男生驾驶共享汽车与一名推婴
儿车的女子相撞，婴儿车内年仅1岁
6个月的男童经抢救无效死亡。经调
查，该男子在 5 月中旬刚刚考取驾
照。同样的事故在多地都曾发生。

冒名租赁等问题也屡次出现，虽
然很多共享汽车平台采用人脸识别、
全程录像、定位等方式明晰出租方和
承租方的责任，但仍存在漏洞。

车况不佳、存在安全隐患，同样
是共享汽车的通病之一。继共享单车
后，共享汽车也出现了汽车质量难保
证的问题，用户不爱惜车辆、乱停乱
放、拒绝处理违章甚至恶意破坏等行
为屡见不鲜。

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副秘书长宁海介绍，2018 年其受理
的共享汽车相关投诉超过 1200 件，
主要集中在计费混乱、押金难退、索

赔繁琐、商家推诿等方面。

发展需要时日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
测，2030 年前中国共享出行市场将
以32%的年均增速快速扩张。虽然共
享汽车发展前景看好，但多家共享汽
车平台的退出，无疑给共享汽车的发
展敲响了警钟。

姜奇平说，共享经济应当是对
闲置物的再利用，但目前市场上存
在的问题是不断地“生产”共享物
品。专家表示，“烧钱”和过度投放
等方式虽然能够抢占市场地盘，但

弊端却不少。大肆投入会造成企业
成本增加，收入又难以支撑成本，
运营就难以持续。

此外，共享汽车在服务方面也有
待改进。“共享汽车想要突出重围，在
用户体验、设施完善方面仍然需要不
断改进，政府和社会也需要不断地完
善政策和提高共享意识。”姜奇平说。

一些企业负责人表示，共享汽车
发展需要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如共享
汽车大多布局在人流密集区域，这些
区域普遍存在道路资源、土地资源、
充电设施稀缺等问题，如何破解停
车、充电等难题，考验城市管理者的
智慧。

1997 年 9 月 23 日是俄罗斯搜索
引擎 Yandex （俄语意为：语言目
录） 首次上线的日子。在创始人阿
尔 卡 季·沃 洛 日 的 不 懈 奋 斗 下 ，
Yandex在将近22年的时间内，已发
展成为全球第四大搜索引擎和第二
大非英语搜索引擎。如今，日均搜
索量超过 1.5 亿次的 Yandex 不仅提
供信息搜索业务，同时还实现了导
航、打车、网络支付、网上购物等
近百种线上服务。

阿尔卡季·沃洛日1964年2月出
生于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父亲
是一名地质勘探学家，曾发现著名
的哈萨克斯坦卡沙干油田，母亲是
一名音乐学院教师。1989年，阿尔
卡季·沃洛日创立了销售个人计算
机和分析企业工作岗位的CompTek

（计算技术） 公司。在此期间，沃
洛日对数据处理算法产生浓厚兴
趣，并编制了根据输入内容在大量
数据中寻找相关信息的电脑程序。
同年，他又与电脑程序专家博尔科
夫斯基合作创立“阿尔卡季”公
司，研制出两款用于专利和产品分
类的信息检索系统，这些系统在多
家从事专利研究的机构和组织中得
到应用。

1993 年，“阿尔卡季”公司并
入 CompTek 公司后，阿尔卡季·沃
洛日开发出一款新的搜索引擎，决
定用“Yandex”来命名。在开发搜
索引擎的过程中，CompTek公司的
编程人员不断改进搜索算法，实现

了信息搜索范围从部分俄语网站向
全部俄语网站覆盖。

1997年 9月 23日，域名为 yan-
dex.ru 的搜索引擎正式上线。2000
年，阿尔卡季·沃洛日在莫斯科成
立 了 独 立 运 营 的 Yandex 公 司 。
Yandex成为俄罗斯首家在电视进行
广告宣传的互联网公司，其“寻找
一切！”的口号成为当时人们流行
的表达方式。

Yandex在此之后迎来了快速发
展。从2001年起至今，Yandex一直
保持俄罗斯搜索引擎的领导地位，
在俄语搜索市场所占份额已超过
60%，分支机构覆盖圣彼得堡、喀
山、叶卡捷琳堡等俄主要大中城
市。同时，Yandex国际化步伐也在
不断加快。2010 年 5 月，Yandex 发
布英语搜索版本，还开设了乌克
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耳
其版本的网站，并在当地设有代表
处。

2011 年 5 月，Yandex 在美国纳
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市值上涨
至130亿美元。截至2013年，Yan-
dex 凭 借 其 48.4 亿 个 搜 索 条 目 总
数，成为世界第四大搜索引擎。

2014 年 9 月 1 日，创始人阿尔
卡季·沃洛日辞去 Yandex 首席执行
官 一 职 ， 但 仍 担 任 集 团 领 导 人 。
他将工作重心转移至研究未来的
战略发展任务，包括开发新商业
模式、寻找新的投资市场、发掘
Yandex 技术的新领域。

阿尔卡季·沃洛日：

打造俄罗斯“百度”
海外网 赵文浩

共享汽车驶向何方?
刘 峣 刘林伟

风靡一时的共享汽车，近来有些步履维艰。近日，德国汽车巨头戴姆勒旗下的
共享汽车品牌Car2go宣布，将于6月30日全面停止在中国运营。而在此前，友友用
车、EZZY等国内共享汽车平台也陆续宣布停止运营。与此同时，仍在运营当中的
共享汽车平台日子也不太好过——停运、押金难退、用户体验差等问题成为用户集
中投诉的焦点。面对困境，共享汽车将驶向何方？

共享经济逐渐渗透进生活的各个角落，共享汽车作为其中的佼佼者之
一，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生活。 新华社发 徐 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