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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咖秀互联网大咖秀

“没想到我的脸也可以这
么好看，感觉自己就是明星
了！”“终于能让我体验一把跟
偶像飙戏的感觉了！”近日，
一款名为“ZAO”的换脸APP

（应用程序） 火爆网络，不少
网友在朋友圈、微博上分享自
己换脸后的短视频作品。然
而，很快有网友质疑“ZAO”
的用户协议侵犯用户隐私权、
肖像权等，律师也指出用户必
须同意条款才能使用软件，这
样的用户协议属于霸王条款，
是 无 效 的 格 式 条 款 。 9 月 3
日，工信部约谈“ZAO”APP
相关负责人，要求严格按照国
家法律法规以及相关主管部门
要求，组织开展自查整改。

从一夜爆红到被约谈整
改，“ZAO”APP 的遭遇，又
一次为网络数据安全问题敲响
警钟。已有报道指出，相对于

“换脸”技术本身，安全风险
更集中于人脸信息的收集、加
工、存储和传输等环节。目
前，“刷脸”支付、认证、办
事等已广泛应用在各种生活工
作场景中，AI换脸后，用户的
面部信息面临被泄露的风险，
不仅可能让用户“丢脸”，还
有可能让用户丢钱、丢清白、
丢信用等。

为什么网络时代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护如此
脆弱？许多用户没想到，只是玩了一个 APP，
就面临如此严重的信息泄漏风险。问题的解决
不能只寄望于网民自身提高辨别能力和网络安
全意识，毕竟全社会媒介素养的进步不是一朝
一夕之功。那么，行业自律的紧箍咒应该更
强，外部监管也应该走在更前，共同堵住漏
洞，防患于未然。

技术是中立的，但使用技术的人是有立场
的。企业应该加强新技术、新业务的安全评
估，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防范自有业务平
台被利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风险隐患。监管
部门也可以加强 APP 上架前的审核规范。另
外，对于虚假 AI 信息的识别，相关企业或研
究机构也应该尽快研究开发。科技进步日新月
异，对监管手段与方法的与时俱进提出了更高
要求。面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短板和难题，
立法者、执法者和相关机构需要共同寻求符合
互联网发展规律的破解之道。

当然了，对于 AI 换脸技术，不能一刀切地
看待。在影视、医疗、出行等领域，AI换脸确实
能发挥更大正面作用。回过头看，“仅需一张照
片，出演天下好戏”的换脸APP，将高深的AI换
脸技术简化、门槛降低，让更多人享受到科技进
步的乐趣，也满足了网友猎奇、美颜、社交等需
求，自然受到用户欢迎。但是，安全总是一失万
无。AI 换脸好玩，如果丢了信息安全，即使有

“爆款”潜质，这样的APP也走不远。

HCL Technologies Limited（HCL科技有限公司） 是印度第
四大软件服务供应商，也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科技和信息技术服
务公司。在 HCL 的发展过程中，维尼特·纳亚尔扮演了关键角
色。纳亚尔曾担任HCL的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的领导才
能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最先进的管理模式”，还被伦敦政
治经济学院评为“组织创新领域真正的领袖”。

1985年，纳亚尔以管理实习生的身份加入HCL，随后一路晋
升，于 2005年达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成为 HCL的首席执行官。
纳亚尔为HCL灌入很多独特理念，并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创新。

在管理公司期间，纳亚尔把HCL定位为一家以价值为中心
而不是以数量为中心的企业，这样可以专心地赢取那些与其战
略眼光一致的客户。纳亚尔说：“如果有客户觉得 HCL 并不是
他们的重要合作伙伴，那我们将放弃与之合作。”同时，纳亚尔
也感受到科技发展带来的危机感，“我们必须在服务方式或服务
内容上大做文章，开拓新的市场空间，让我们变得独特和强
大。”纳亚尔说。

纳亚尔信奉“员工至上”的观点。他认为，公司要主动听
取员工的声音，保证员工的福利。纳亚尔解释说：“其实企业内
部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如果公司对自己的员工都不负责，就没
有资格去谈社会责任。”互联网行业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员工流失
率高，但HCL每年的员工离职人数却下降到个位数。

一些国际组织在解决全球问题时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
所以纳亚尔呼吁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团结起来。纳亚尔明白，

“世界市场的高度联结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
凭一己之力独立承担领导责任，各国应加强沟通与合作以应对
各种风险。”

纳亚尔在企业界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赚取高额利润对
他已经没有了吸引力，他决定投身慈善活动。虽然纳亚尔直到
2013 年才离开 HCL，但他和妻子在 2005 年就一起创立了 Sam-
park基金会，致力于帮助世界上最贫穷、教育水平最落后地区
的儿童学习数学和英语。现在，纳亚尔将 80%的时间用于慈善
事业，他的目标是“为100万、1000万儿童带去微笑”。

用物联网驱动引领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贺信中指
出，中国高度重视创新发展，把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
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
的驱动力量，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加速发展，催生新的组织
形式，带来了企业、产品、生产和市场模式的变
革。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 8月 29
日在喀山大学发表主题为“创世界级物联网模式”
的演讲时表示，企业应具备“创造性破坏”精神。
如果不把原来经典、传统的管理模式破坏掉，企业
便无法创造新的模式适应物联网时代。破而后立的
最终目标，则是要实现管理模式的人单合一、实现
工业 4.0、实现并购模式沙拉式的文化、实现新财务
标准、打造生态品牌。

破坏之后的创造性重组释放了创新动力。在模式
重组上，张瑞敏创新提出了“人单合一”模式。所谓

“人”就是员工，所谓“单”就是用户价值。人单合
一，就是每个员工都应直接面对用户，创造用户价
值，并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分
享。以用户体验为中心，把各方资源集中在一起，共
享、共创、共赢，海尔走出了一条物联网生态品牌创
新之路。

本土化高效对接国际市场

如何有效对接国际市场？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布局
来说，这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近年来，中国大力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战略
性新兴产业活力迸发。

本土化研发、本土化生产、本土化销售，这是海
尔坚持的“三位一体”战略。海尔工业园是俄罗斯鼓
励发展物联网时代智能工业和数字经济产业的重要支
点之一，通过本土化的发展策略，海尔成为当地最受
欢迎的外国企业。仅从海尔冰箱和洗衣机市场份额
看，就分别跃居俄罗斯市场第2位和第4位，在俄收入
同比增长40%。

海尔模式与俄罗斯市场的“无缝对接”来源于两
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深度调研不同地区的消费习惯
和个性化需求，为市场度身定做、打造差异化的产
品。另一方面，通过生态系统吸纳更多资源方加入，
并基于研发资源和创意的全球共享，为用户创造最佳
的用户体验。不同于常规的单一“海外工厂”模式，
依托于生态品牌的成功转型，海尔走出了一条深度本
土化的“出海”道路。

打破“七七规律”快速融入海外

当前，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
展时期，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依托，中国不断拓展
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欢迎各方搭乘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便车”。

在海外布局的中国企业，除了要过“市场关”，
还有“文化关”。国际并购有一个“七七规律”，并
购 的 企 业 70%失 败 ， 其 中 又 有 70%是 因 为 文 化 冲
突。幸运的是，海尔集团发现了破除这一规律的

“沙拉式”文化。沙拉里可以有不同的蔬菜、不同
的水果，就像各个国家、各个企业不同的文化。但
沙拉酱是统一的，就是“人单合一”模式。从并购

美国、新西兰、日本、意大利公司，到在俄罗斯市
场的成功，海尔“人单合一”模式的普适性和“沙
拉式”文化融合的可行性在全球范围内已得到广泛
检验。

在信息革命的时代浪潮中，无数的“海尔”正在
主动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积极探
索新科技、新业态、新模式。可以预见，积聚了强大
创新动力和发展活力的中国企业，将为世界经济贡献
更多中国力量。

机器人2小时搞定员工1天工作量

在深圳福田区，黄女士来到小区里
的快递柜前取快递，这次她不是在屏幕
上输入取件码，而是看了看屏幕上方的
摄像头，快递柜就自动识别并打开了柜
门。黄女士说：“这个刷脸程序，我认
为还是非常方便的。如果人们忘记带手
机，就可以利用这个系统来进行刷脸，
可以及时取到快递。”

近年来，数据在物流行业的价值正

在变得越来越大，通过“大数据+人工
智能”优化物流运输效率早已不是新
闻。在新零售时代，“线上线下一盘
货，服务产品一体化”将长期、全面地
影 响 物 流 业 发 展 。 未 来 依 托 共 享 IT

（信息技术） 平台，每一个人、每一辆
车、每一个闲置的仓储库房，都有可能
成为物流的共享环节，物流资源将像云
计算一样，按需付费，碎片化的运力、
仓储资源都有可能会参与到社会化物流
环节中。

曾经，10 个员工，每天工作 8 小

时，能搬 10000-15000 件整箱商品。现
在，无人仓的机器人，2 个小时就可完
成普通员工一天的工作量。这是新一代
无人仓诠释的科技力量。以京东的“亚
洲一号”为例，“亚洲一号”通过在商
品的立体化存储、拣选、包装、输送、
分拣等环节大规模应用自动化设备、机
器人、智能管理系统，来降低成本和提
升效率。

无人机送货不再只是作为噱头的故
事，而成为真实发生的行业变化，它们
为物流行业注入了新力量。中国邮政、
顺丰、京东等公司已经用上无人机技
术，并不断研发新产品。

消费者享受好服务好体验

行业专家认为，此次建设智能供应
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的
价值主要体现在：从上游看，可以提升
产业资源配置能力、协同能力及服务支
撑能力，帮助传统企业向智能化、数字
化转型；从消费端看，意味着消费者可
以便捷享受到“好产品”“好价格”“好
服务”“好体验”甚至更加个性化的产
品和服务，全方位满足现代消费者的所
有需求。

在其他行业里，一般认为市场的竞
争者越多，对消费者越有利。但特定的
物流场景采用集中托运具有实质性好
处。根据一项估计，欧盟物流业效率每
提高 10%到 30%，就会为欧洲物流业节
约1000亿-3000亿欧元成本。

目前很多物流公司也在尝试探索采
用智能化合作模式进行运营，许多快递
公司都和国家邮政公司以及一些小型本
地快递公司在最后一公里的配送上建立
合作关系。

华创证券交通运输行业首席分析师
吴一凡分析：“我们观察重点工作中，
包括启动第一批15个左右国家物流枢纽
布局建设，这会促进现代物流业与制造
业的深度融合，以枢纽作为抓手，聚集
物流资源，提供高效服务，从而降低成
本，提升区域企业的竞争力，也可以促
进制造业集群化的发展。”

电商物流重点聚焦“人机CP”

在任何物流模式下，劳动力永远是
关键因素，目前，从仓储到最后一公里
的配送，所有的物流环节都可以实现自
动化。智能物流的投入和建设逐渐改变
着未来物流行业的人才需求结构，也为
物流人的转型、成长提供了更大的发展
空间。自2016年初至今，京东物流通过
云梯计划培养物流精英。云梯计划因其
极高的人才筛选门槛、魔鬼式的训练方
式等特点，被称为“物流界MBA（工商
管理硕士） ”。

每一次新技术的诞生都会让人机关
系进入一种新的平衡状态，人工智能时
代也是这样。让机器人配合员工工作，
不仅仅是体力、脑力上的增加，而是协
助人类以另一种全新的方式去解决问
题。2019 年，新的“人机 CP （couple，
配对） ”还将继续增加，关注核心科
技，更关注和从业人员的搭配工作，各
大电商物流企业仍然会进行重点聚焦。

在过去两年里，各种黑科技以最快
的速度融入中国物流，但物流的本质从
未改变，对消费者不断变换的需求和供
应链效率的追逐依旧是每家物流企业把
握的核心。科技带来的改变将不再局限
于某个行业的某个场景，而是供应链整
个链条的方方面面。

资源按需付费 所有环节自动化

智能物流激活“最后一公里”
海外网 吴 迪

日前，在上海举行的2019 WAIC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科技部公布了最新一批国家人工智能

开放创新平台名单，包括以智能供应链为代表的京东、以基础软硬件为代表的华为、以智能家居领域为

代表的小米等。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再次迎来政策

“红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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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尼特·纳亚尔：

信奉“员工至上”的高管
海外网 刘金鹏

维尼特·纳亚尔：

信奉“员工至上”的高管
海外网 刘金鹏

打造世界级物联网的“中国样板”
本报记者 王丕屹

随着对外开放步伐加快，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产业变革升级的重要力

量。自去年提出创世界级物联网模式以来，海尔就一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理论和实践的颠覆。8月28日，俄罗斯

鞑靼斯坦共和国海尔工业园暨洗衣机工厂开业，海尔再造世界级物联网模式的“中国样板”。

京东的“亚洲一号”智能物流仓库内，地狼机器人正在忙着“拣货”。董力铭摄

海尔集团在喀山大学推介现场。 张 伊摄

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