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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助力战“疫”

近日，工信部发出倡议书，呼吁AI
相关单位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效用，
组织科研和生产力量，把加快有效支撑
疫情防控的相关产品攻关和应用作为优
先工作。倡议书提出，尽快利用人工智
能补齐疫情管控技术短板，快速推动产
业生产与应用服务；优化 AI 算法和算
力，助力病毒基因测序、疫苗及药物研
发、蛋白筛选等药物研发攻关。

阿里巴巴、腾讯等科技巨头利用云
计算的强项，积极为疫情防控贡献力
量。阿里云宣布疫情期间向公共科研机
构免费开放病毒疫苗和新药研发所需的
一切 AI 算力。目前阿里 AI 算法已助力
诊断新冠肺炎患者。浙江上线自动化的
全基因组检测分析平台，由浙江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阿里达摩院医疗 AI 团
队和杰毅生物技术公司共同研发，大幅
提高确诊速度和准确率，将原来需数小
时的疑似病例基因分析流程缩短至半小
时。此外，这一平台还能检测可能存在
的病毒变异情况，为后续疫苗与药物研
发提供支撑。

依托云计算能力，腾讯云构建了
统一标准和数据共享的数据治理体系
政务云平台，使得“国家政务服务平
台”微信小程序的“新型肺炎疫情防
控专题”迅速上线，及时提供包括实
时动态、预防、自查及提供就医指引
等一系列服务。此外，腾讯云也表示
为新冠肺炎的药物筛选等工作提供免
费的云超算。

智能机器人“火速上线”

专家认为，目前 AI 在医学中的应
用更多是辅助功能，相比医学研究，智
能硬件的应用更为广泛。

针对疫情，多家企业根据自身技术
优势迅速推出功能各异的智能机器人。
猎豹移动投资的猎户星空捐赠的医疗服

务机器人已交付武汉火神山医院，不仅
可实现无人导诊、自动响应发热问诊、
引领病人及初步诊疗，也能递送化验
单、药物等，帮助提高诊疗效率，避免
医护人员与病患接触发生交叉感染；无
锡安之卓公司的智能化配药机器人则用
于药物调配过程，已在武汉红十字会医
院重点部门投用；上海钛米机器人公司
研发的智能消毒机器人已在武汉、上海
等地医院投入使用。

机器人送餐、送货也成为现实。上
海擎朗智能公司已向杭州、上海等地的
隔离区送去数十台送餐机器人，为隔离
区提供三餐等生活必需品的免接触配送
服务。据介绍，工作人员只要在三餐时
间将餐食放在机器人的三层托盘上、在
触摸屏输入隔离区的房间号，机器人就
能自动追踪房间号将餐食送达。此外，

京东物流的智能配送机器人 2 月 6 日完
成了在武汉的首单配送，成功将医疗和
生活物资从京东物流武汉仁和站运送至
武汉第九医院。

在体温测量、温湿度监控等方面，
智能识别技术得到切实运用。旷视公司
近日上线 AI 测温系统，并在海淀政务
大厅和海淀区部分地铁站试点应用。该
系统采用“人体识别+人像识别+红外/
可见光双传感”的方案，支持大于 3米
的非接触远距离测温，辅助“三站一
场”（火车站、汽车站、地铁站、机
场） 等高密度人员流动场景下的工作人
员快速找到发烧者。即使往来者戴着口
罩帽子，也能实现快速筛查，且识别误
差在 0.3℃以内。青岛合启立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是青岛崂山区重点引进的芯片
设计企业。该公司向武汉捐赠了 10 台

温湿度数字记录仪，用于武汉火神山医
院疫苗冷链监控和环境温湿度监控。目
前，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追加
的100余台记录仪也正在紧张生产中。

大数据派上大用场

工信部日前成立疫情防控大数据专
家组，旨在通过大数据分析，来支撑服
务疫情态势研判、疫情防控部署以及对
流动人员的疫情监测、精准施策。中央
网信办也发布通知，鼓励有能力的企业
在有关部门指导下，积极利用大数据，
分析预测确诊者、疑似者、密切接触者
等重点人群的流动情况，为联防联控工
作提供大数据支持。

作 为 全 球 交 易 量 最 大 的 票 务 平
台，12306 在疫情发生后利用实名制售
票的大数据优势，及时配合地方政府
及各级防控机构提供确诊病人车上密
切接触者信息。“像列车上如出现确诊
或疑似旅客，我们会调取旅客的相关
信息，包括车次、车厢及近段时期乘
坐的车次，以及同乘、同购、同行旅
客的信息，比如席位前后 3 排的人员
等，我们会进行信息分析提取，然后
提供给相关防疫部门进行后续处理。”
负责 12306 研发和运营维护的铁科院电
子所所长朱建生表示。

中关村管委会日前发布“首批抗击
疫情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清单”。该
清单的大数据云计算服务疫情防护大类
中，疫情分析与发布类产品达到 10
种，信息对接服务类 6种。目前多家互
联网公司提供了应用颇广的大数据产
品，为疫情发现、预警及防治提供帮
助，堪称疫情管控的“得力助手”。其
中，字节跳动公司的“抗击肺炎”频道
涵盖疫情地图、权威解读、医护患者、
防治应对、辟谣追踪等重要信息和科学
知识；搜狗推出的“患者同程查询”则
帮助用户查询同乘列车上是否有确诊患
者，以便配合相关管理机构进行信息申
报，并辅助判断自己的健康状态。

“饮高度酒对抗新冠病毒”
“武汉卫健委领导感染后逃往上
海”“新冠病毒来源于生物实验
室泄漏”……新冠肺炎疫情来
势汹汹，一些不实、恶意的图
片、文字和视频也利用人们的
恐慌情绪在互联网上广泛传
播。国家网信办近日指导有关
地方网信办，依法查处“皮皮
搞笑”等违法违规网站平台及
账号，为各网站平台严格落实
主体责任敲响警钟。

谣言的流通量与事件的重
要性、模糊性与公众的批判能力
密切相关。此次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广泛、成因复杂，这无疑给
五花八门的谣言提供诸多可乘
之机。病毒侵害人类的生命健
康，而谣言导致的非理性行为则
会大大削弱人们为捍卫生命健
康付出的努力。一篇断章取义
的医药报道，就会引发一场全民
一哄而上的疯狂抢购，一条所谓

“专家”语焉不详的消息，就能让
无数家庭陷入悲观绝望的凄凉
境地。值此万众一心、抗击疫情
的关键时刻，依法查处违法违规
网站平台及账号，既有利于从源
头上切断虚假信息传播，更为坚
定信心、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营
造良好舆论环境。

令人欣喜的是，在这场网
上网下携手抗疫的战斗中，各大互联网平台主动扮
演了谣言“粉碎机”、真相“探照灯”和人心“稳
定器”。抖音、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陆续发
布相关通知严厉打击虚假疫情信息，腾讯、今日头
条相继开设“新冠肺炎”专题页聚合权威信息，助
力民众和政府精准防控疫情，互联网公司利用自身
在内容、信息和大数据等方面的优势，运用可视化
的处理手段，推出“全国实时疫情动态”“疫情地
图”“同乘患者查询系统”“发热门诊地图”等线上
信息发布系统，有效补足老百姓信息不对称的短
板，真正达到“医心”效果。

在“人人都有摄像头”的“自发布”时代，
众声喧哗本是网络舆论场的常态。但在全社会合
力抗疫的情况下，碎片化传播趋势越发显现出

“热闹有余而专业不足”的软肋。权威发布跟不
上，各种“小道消息”就会满天飞，不但搞得人
心惶惶，更不利于疫情的控制和治愈。在此次疫
情信息传播中，一些新媒体平台尝试与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等权威机构合作，让人们对疫情有
完整准确的认知，不但有针对性地做好自我防
护，更让一些虚假信息和错误言论不攻自破。

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在这场对中国治
理体系和能力的大考中，如何有效规避谣言，及时
发布权威信息，打赢信息攻防战，也是摆在所有人
面前的一道必答题。在网络化的社会格局下，社会
的“善治”离不开权威机构、专业媒体、互联网平
台和每个普通人的配合。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中，我们才能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InMobi （邑盟） 是印度最大的移动广告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
独立移动广告网络。Abhay Singhal（阿伯哈伊·辛格尔） 是其联合创
始人兼广告云总裁。此前，他还曾担任公司的首席营收官 （CRO）
和人力资源主管等职务。

辛格尔 1973 年出生在印度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1999 年，
辛格尔在印度坎普尔理工学院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旅，其间他曾赢得
学校举办的商业策划大赛。但在2007年与其他三人共同创立InMobi
公司之前，辛格尔的创业尝试均收获甚微。他曾开玩笑说：“我可能没
有创业基因。”不过，辛格尔始终没有放弃。他日后总结道，成功的关
键在于能够接受每个低谷，并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向上攀登。

当时，辛格尔渴望打破一些“传统”，他想告诉人们“我们可以
在印度建立世界一流的产品公司，我们要有信心。”而 InMobi之所
以能够实现将业务逐步扩展至全球，在辛格尔看来，有一个决定功
不可没——“从实际出发，理性地关注所有市场。”辛格尔回忆道，
当初，公司创始人之间也曾考虑美国或是欧洲市场或许更具吸引
力，但什么时机进入才合适？他们最终决定先立足印度本土，一步
一个脚印，实践“从东方到西方”的市场发展方向。

此外，辛格尔一直注重企业文化建设。他认为，企业文化不只
是需要牢记的口号，而应该成为员工心中的信仰。辛格尔对团队每
位成员都寄予厚望，他鼓励大家要敢想敢做，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和特长。辛格尔常说，如今这个“新世界”与他们父辈所经历的

“旧世界”完全不同，不要只沉浸于“继承”些什么。
“但是，家庭始终是基础。”辛格尔说，“我不想成为一个家庭破

裂的成功企业家。”他认为，无论是在创业路上还是平时的营销工作
中，都不能以牺牲家庭生活为代价。

如今，移动广告业正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辛格尔已经做好了
准备，他有信心抓住5G、人工智能、短视频等关键要素，继续带领
着团队迈向新的突破。正如辛格尔的座右铭：“领导力的本质不仅是
要有远见，更重要的，是将想法转化为行动。”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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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倡议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效用，协力抗击疫情

疫情阻击战，AI显身手
海外网 李雪钦

AI （人工智能） 测温系统上线、医疗服务机器人交付武汉火神山医院……疫情期间，AI、大数据、云计算等技

术在病毒研究、疫情防控、信息传播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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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伯哈伊·辛格尔：

渴望打破传统的企业家
海外网 赵 宽

2月4日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街道办辖区9个社区开始
使用扫码登记出入。居民通过手机扫码填写住户信息、体温信息、出入理由等方可
出入小区，既减少人员接触又保证人员快速进出不聚集。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迅速响应 “使命必达”

2月7日清晨，经历了前一日的一场大雪，北京
首都机场机坪地表温度只有零下8摄氏度，积雪厚度
达四五厘米，中国邮政航空公司的机务人员正顶着
严寒进行航前机务保障。

8时许，CF9121 （北京-武汉） 航班从首都机场
起飞，约2小时后飞抵武汉天河机场，所运物资为境
外紧急捐助的防疫医疗用品。至此，中国邮政已累
计执行运输医疗物资专机9架次，邮航开辟的空中绿
色通道累计运输防疫医疗物资逾百吨。

一方有需，八方驰援。记者了解到，疫情发生
以来，多家快递公司加班加点，确保防疫救援物资

“使命必达”。
1月25日，德邦快递发出免费运输通知，在全国

范围内开通向武汉地区运输救援物资的绿色通道，
为武汉疫情防控提供保障，承运物资包括药品、口
罩、护目镜、通讯医疗设备等，经由多个德邦快递
点发往武汉数十家单位。正值春节假期，疫情应急
支援小组成立后，得到了许多司机和快递师傅的及
时响应，他们迅速返岗工作，力争在第一时间将物
资送出。

韵达速递、申通快递等公司也纷纷宣布开通物
流运输特别通道，为驰援武汉等地的疫情防控物资
提供公益运输服务。

“开足马力” 千里驰援

马不停蹄。包机、火车、汽车……一批批物资
紧急送往疫情防控一线。

2 月 6 日，阿里巴巴公司的一架包机将 286 万只
医用口罩紧急运抵杭州萧山机场，新一批医疗物资
通过菜鸟绿色通道驰援疫区。

而在相距 1800 多公里之外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百
色市，苏宁物流两位师傅将防疫物资及时送到了百

色人民医院的医生们手中。事实上，3天时间里，借
助绿色通道，苏宁物流已将物资送达广西11市19家
医院，直达战疫最前线。

1月24日以来，顺丰航空增开国内外多条全货机
航线，以保障各类防疫救援物资的快速运输。截至
目前，已累计运输防疫物资超800吨。顺丰新开“仁
川-北京”国际航线，将首批300万只防护口罩运抵
北京；再开“东京-武汉”航线，将5万件医用防护
服顺利送达……一条条国内外航线紧急驰援武汉防
疫物资运输与补给。

与此同时，借助遍布全国的自提柜，丰巢智能
柜小程序推出“口罩互助”功能，用户可以通过小
程序选择“捐赠”或者“求捐”，并通过丰巢柜来完
成“口罩互助”行动。借助全国 18万台丰巢柜实现
口罩收赠流转，减少人员接触风险。

“绿色通道” 确保畅通

为了保障物流企业车辆更好完成运输任务，日
前，银保监会财险部下发 《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车险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在疫情防
控期间，对运输防疫物资和重要生活物资的相关物
流企业车辆，如果企业提供了政府部门开具的相关
证明，各财产保险公司在承保时可暂不执行各地区
车险“见费出单”有关要求，协商适当延期收取车
险保费，以缓解物流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对于因受
疫情影响暂时无法及时缴纳车险保费的，各财产保
险公司可参照上述原则办理承保手续，允许适当延
期缴纳保费。

而在此之前，交通运输部、国家邮政局和中
国邮政集团公司也曾联合印发紧急通知，明确对
执行应急物资运输任务的邮政、快递车辆落实

“不停车、不检查、不收费”政策，保障车辆优先
便捷通行。

在老百姓减少出行的疫情防控时期，寄递网络
堪称重要的“民生通道”，以多项举措确保其顺畅通

行、正常服务，能为社会运转和百姓生活提供极大
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职业所需，快递小哥在工
作中难免要与不同人群接触，而他们认真有效地做
好防护工作不仅事关自己的安全，更关乎每一位用
户的安全。

为避免人员流动所造成的交叉感染，众多快递
物流公司在安全防控工作上出实招，为员工发放口
罩、进行卫生防疫培训，强化体温测量正常再上
岗。同时，对场地进行消毒，做好车辆卫生防疫工
作，也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从业人员身体健康，阻隔
病毒侵袭。

“快递铁军”筑牢物资保障网
本报记者 孙亚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为保障防疫物资和生活基本用品及时运输到位，众多物流运输企业迅速行动起来，积

极响应号召，纷纷开通驰援武汉及其它地区的特殊通道，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筑牢物资保障网。中国邮政、顺丰

速运、申通快递、京东物流、德邦快递……一家家企业挺身而出，载着满满物资“紧急出征”。

2月10日，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浙江省仙居县分
公司进口邮件处理场地，快递小哥正在分拣包裹。

王华斌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