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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办公渐入佳境

最近这段时间，在上海一家游戏
公司做“码农”的齐思明一直在家里

“敲键盘”。“春节后我还没去过公司，
但其实已经在家复工快一个月了。”齐
思明和同事每天通过云协作平台进行
沟通，维护游戏的正常运行。

因疫情防控需要，“云复工”模
式成为当下很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企
业的普遍做法。为加快推进复工复
产，各地均鼓励企业采取线上办公、
弹性办公、网络办公等新模式。

“云复工”需要云端信息化技术
应用的配套支持。为此，不少互联网

公司免费开放远程协作办公服务，推
出了包括健康报备、内容协作、文件
共享在内的新功能，进一步优化了企
业复工后的数字化办公环境。

其中，腾讯云推出“云办公全家
桶”，利用企业微信、腾讯会议、腾
讯文档等平台，帮助企业实现即时通
讯与办公，提高远程协同的工作效
率，全面准确掌握员工健康情况。

与此同时，各大运营商也纷纷免
费开放云服务，帮助企业加速复工：
中国移动为一些地方政府安装云视讯
远程视频会议系统，将不同地区的企
业代表汇集在“云端”进行招商合
作；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也面向社
会，免费开放云视频会议。

业内人士认为，经历此次疫情的
考验之后，远程办公等新模式有望进
入上升期。根据第一财经联合钉钉发
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在线办公市场规
模近年来保持稳步增长。2012年市场
规模为 53.7 亿元，2017 年达到 194.4
亿元，今年受疫情影响导致需求爆发，
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00亿元。

AI+大数据保驾护航

“云复工”解决了企业员工无法
到岗的问题，但对于很多企业而言，
复工复产需要更多人员回到办公桌和
生产线上。复工复产后守住防疫底
线，成为企业的头等大事。在此过程

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加快
落地，为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员工佩戴口罩能否登记打卡？在
人工智能的协助下，这样的需求不难
实现。依靠更加精细的捕捉和精准算
法，百度、京东数科、腾讯等多家互
联网公司对面部识别技术进行了模型
优化与体验升级，增强精准性。

据介绍，京东数科在算法层面引
入注意力机制，加大鼻部以上特征的
识别权重，合成各类口罩模板模拟佩
戴等，口罩场景下人脸检测算法准确
率超过 99.87%。机器还能有效检测
和识别出规范佩戴口罩、不规范戴口
罩、未佩戴口罩3类情况。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

帮助企业完善防疫管理方案。“通过
人工智能系统，我们可以实时监测人
员聚集情况、食堂排队状况，发现防
疫的薄弱环节，最大程度减少疫情风
险。”一位北京中小企业负责人说。

大数据平台的搭建，则为企业复
工复产提供了精准到人的管理能力。

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健康码成
为 出 入 社 区 和 办 公 楼 的 “ 有 效 证
件”。只需填报一次个人健康状况，
即可利用健康码进出不同地点，无需
反复填报信息，防控部门也能借此快
速掌握疫情大数据。

山东省大数据局局长马越男近日
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复工复产方
面，大数据可通过监测货车流量、网

上办公流量、企业用电流量等数据，
综合分析各地区各行业复工复产情
况，为各级各部门制定有针对性的措
施提供参考，助力数字经济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
集团公司总经理吴曼青表示，大数据
技术支持复工复产的各项工作，主要
体现在支持复工复产目前态势、人员
流动情况、物资供需对接、用工对接
以及运输调度等方面。他说，复工复
产的换挡加速，核心是要知道风险在
哪里，做到心中有“数”。

智慧生产助力转型

新冠肺炎疫情给企业生产经营，
尤其是劳动密集、自动化程度低的传
统企业复工复产带来挑战，但也使得
率先完成智能化、数字化改造的企业
凸显优势、“满血”复工。在复工复
产过程中，制造业、物流业等行业依
靠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逐步恢复产能，并推进智慧工
厂、智能物流等新模式的发展。

在位于重庆的长安汽车渝北工厂
总装车间内，生产线上的几百台机器
人挥舞着手臂，将零部件逐一组建成
型。这间“智慧工厂”自动化率达 90%
以上，比传统汽车制造工厂减少操作
工人56%。同时，工厂内的工业物联网
平台每天可采集制造数据5000万条，
对设备运行情况实时监控并预警。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
要求推动制造企业与信息技术企业合
作，深化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人
工智能、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新技
术应用，推广协同研发、无人生产、
远程运营、在线服务等新模式新业
态，加快恢复制造业产能。

中国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
商联盟近日发布倡议提出，制造业企
业要充分认识智能制造在降低人工依
赖，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优化
产业链、供应链配置水平等方面的优
势；要把功夫放在平时，把技术、能
力的积累体现在日常，应用智能化生
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
化转型等手段，开展数字化车间、智
能工厂的建设以及人工智能、5G、
数字孪生等新技术的场景化应用，加
快企业的智能化转型。

专家指出，在复工复产过程中，
科技创新正在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未来要以更大力度支持和鼓励新
一代信息技术在更大范围内的应用，
加快产业转型步伐，为创新和经济高
质量发展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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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心云服务不误农时

农业专家变身“主播”，从田间
地头钻进手机里头——连日来，在黑
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农技直播课
成为农民关注热点。

受疫情影响，农民无法像往常一
样集中学农技。黑龙江为满足农民科
技培训需求，针对大豆、水稻、玉米
等 16 个产业，邀请 17 名首席专家和
480 名科研推广专家，利用直播等方
式讲授农业生产技能知识。利用手机
直播，面对面的农技服务变成了指尖
上零距离指导。

除了传授技能，各地还开拓微信
远程指导等“无接触”方式，帮助农
民准备春耕。在河北省唐山市玉田
县，当地农业专业合作社与北京一家
公司共同研发出一款农业社会化服务
软件。通过软件应用，农民不仅可以
下单购买农作物耕种、管理等服务，
还可以低价购买农药、化肥等农资，
还能享受送货到地头的便捷。

智能农机大显身手

农田里，无人机在空中盘旋，精
准喷洒农药——新冠肺炎疫情为人工

作业带来挑战，但也为新型农机设备
的应用创造了机遇。

今年，智能农机设备在“防疫
情、保春耕”中大显身手。在广西南
宁，数台装有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
驶农机下地开工，每辆农机每天可完
成30多亩土地平整和开行作业。自复
工以来，当地的农机合作社仅用了 8
天时间，就完成 1 万多亩甘蔗田的
耕、种、管一条龙服务。

自走式喷杆喷雾机、自动施肥
机、植保无人机……智能农机设备的
应用不仅能够降低成本、提高利润，
也能让农业变得更具科技感，吸引更
多年轻人加入农业生产。虽然很多农
业科技的应用是因疫情应急上线，但
其成果也让人看到农业科技发展之
机。依托数字技术，农业新业态有更
大的发展空间。

智慧农业加速突破

物联网、大数据等科技在田间地
头广泛普及和应用，正在深刻变革农
业的种植模式，推动传统农业向智能
化转变。

在江苏、安徽等地，相关研究机
构和企业利用遥感、光谱等技术制作
多维农情监测图，省去了农民下地检

查农作物长势的过程。中国科学院东
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农业遥感团
队研发出田间精准管理技术等一系列
农情监测与智慧管控方法。利用土壤
与农作物遥感监测模型、大数据分析
等技术，可以对田块内部土壤、水肥
运移、作物长势、灾害、产量进行动
态监测，最终通过农情信息精准服务
平台与智能手机客户端反馈给用户。

农民只需要打开手机，就能得到施
肥、田间管理、防灾减灾预警等个性
化指导。

高端科技助力智慧农业，为降低
疫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发挥着积极作
用。而农业科技在提升单产、改善土
地质量、提升比较效益等方面的重要
角色，也有望在疫情之后推动智慧农
业的新突破。

农民常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
年。春耕的时间窗口很短，如果不能在合
适时间耕种，后续无论如何弥补，都会影
响收成。粮食歉收，直接影响 14亿人的吃
饭问题。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农业用
工贵、用工难、农资产品供给不足等难
题，更凸显出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加
快推广使用农业科技新成果的重要性。

在广东江门，无人机搭载无人播撒系
统在试验田上飞播水稻，10 分钟即可完成
约 14 亩地的播种；在广西南宁，无人驾
驶农机装载北斗导航系统正在甘蔗地里来
回忙碌，自行播种；在山东淄博，全省首
个无人化生态农场田间空无一人，植保无
人机正在盘旋喷药……从“无接触春耕”
到“高科技防灾”，现代化设备频频亮
相，传统农业向数字化时代迈进的变革正
悄然发生。

回望数年来农业科技的发展，进程中
客观存在着盈利难、观念制约、商业市场
尚不完备等几道阻碍。如今，来自疫情的
压力，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科技化手段在农
业中的应用，倒逼农业生产方式做出改
变，硬软件设备所带来的红利解放了农民
的双手双脚。科技与农业的结合程度，影
响着中国农业的未来出路。

各地的复工复产也是如此。要想做到
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误，离
不开一系列科技“利器”的强支撑。从人
工智能、人脸识别，到5G远程医疗、防疫
机器人、热成像，再到北斗“指路”、云办
公、云防疫……复工“利器”大展身手，
为复工复产筑牢安全防线，展示出科技创
新的硬核实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
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强调，人类同疾病较量
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
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

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科研和
物资生产是疫情防控第一线之外的另一条
战线，通过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团队，
科研、临床、防控一线相互协同，产学研
各方紧密配合，全国科技战线为疫情防控
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抓住科技创新就抓住了发展全局的
“牛鼻子”，这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体
现得尤为深刻。无论是新冠肺炎防控科研
攻关，还是复工复产、农业生产，科技创
新都是重中之重，是最终战胜疫情的关
键。我们坚信，经历这场硬仗，通过掌握
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科技、通过
更多硬核产品，一定能为维护人民生命健
康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更坚实的科技
保障。

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各地企业纷纷按下开关键，跑出转型发展的加速
度。远程办公风靡、佩戴口罩“刷脸”、智能制造上线……借助新技术的发
展，一系列创新应用为复工复产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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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直播学习农技、无人机披挂上阵、物联网推动转型……
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步伐明显加快，成果转化推广不断
加强，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贡献越来越大。

正值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确保农业生产的关键时期，现代
科技手段的注入为今年的春耕救急解难，也让农业生产更加精
准高效。

“硬核”备农事
“指尖”播希望

——春耕中农业科技创新扫描
立 风

▲ 在河南新蔡县余店镇，工作人员使用无人机作业。
宋超喜摄 （新华社发）

▲ 在四川省大邑县四川润地数字农业中心，技术人员使用数字农业监
管平台查看农作物各项数据。 新华社记者 王 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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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扬州江淮轻型汽车有限公司通过“机器
人+人”模式快速复工，恢复产能。 郁 兴摄 （人民视觉）

▼ 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位于金梦海湾片区中瑞设计港的一家
公司设计师正在和客户沟通工作方案。 曹建雄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