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6日，大河网记者在
高考到来的前一天，走上街
头随机采访了家长、刚毕业
的大学生和保安等市民，扫
二维码听一听他们给考生送
上的祝福吧！②32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贺志泉）

街采：给考生送祝福
保安大哥喊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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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江勇

人工智能的新一轮浪潮已经袭来，我们
该如何认识人工智能？河南该如何抓住人工
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

6月 5日，在省科协举办的“人工智能与
河南产业转型发展”院士报告会上，国内人工
智能领域著名专家、中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
长潘云鹤院士为我省科技界、企业界的专家
代表们带来了国际、国内人工智能发展前沿
领域的新认知、新思路。

人工智能迎来2.0版本

1956 年，人工智能概念诞生。2015 年
起，人工智能迈向新一代。

“60年间，人工智能研究曾多次陷入低谷。
人们从中得到的结论是，驱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主要靠创新、软件和知识，而非硬件。知识不能
靠专家手工表达，要靠自动学习。”潘云鹤说，在
此基础上，人工智能开始升级到2.0版本。

“人工智能走向 2.0 的本质原因，是世界
正从原来的二元空间进入新的三元空间。”潘
云鹤解释，二元空间指的是人类社会空间和
物理空间，近年来，随着信息力量迅速壮大，
形成了新的一极——信息空间。

他描绘这一进化过程：最早，人类的信息
通过书籍、交流、媒体和计算机从人类社会获
取；之后，信息通过互联网、移动通信和搜索
引擎开始互联；再往后，信息绕过人类，通过
传感器和物联网直接来自物理世界；随后，信
息快速膨胀，产生了大数据，人类已经无法单
独处理；未来，从大数据必然会走向大知识，

并推动人类认识与控制能力的大变化。
基于信息空间的人工智能应用，效力会

有多大？潘云鹤举例说：“以前我们做人口普
查，据说花了半年时间，用了 1000万名工作
人员才完成。我相信，5年后再做一次人口普
查，我们利用信息空间的医疗、保险、教育等
大数据，大概500人两个星期就能完成。”

人工智能2.0带来哪些新变化

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
智能2.0的关键理论与技术包括大数据智能、
群体智能、跨媒体智能、人机混合增强智能和
自主智能系统五个方向。潘云鹤表示，人工智
能2.0的新理论、新技术、新平台具有强大的延
展性和渗透性，可与社会的新需求相结合。

“自主化、智能化这个概念，对所有的改
造升级都是适用的。”潘云鹤举例说，比如一
个加工中心收集机床进刀时电流变化的大数
据，用来控制进刀的速度，就使机床的加工速
度提高了 20%。“在郑州的富士康，有多少机
床同时在加工苹果的产品？”

人工智能还会带来很多研究领域的新变
化。“我们了解到美国正在用大数据研究材
料。比如过去发现一种新材料可能要做 666
次试验，其中有 665次试验的数据是无效的。

如果把这665次试验的大数据聚集起来，研究
它们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关系，那么下次要发
现一种新材料，也许做6次试验就行了。河南
是材料大省，也可以学习这种变化。”

如何抓住人工智能2.0的机遇

“人工智能2.0是非常巨大的创新空间，我
们要把人工智能技术和各种各样的产品结合起
来，创造各种各样新的产业链。”潘云鹤强调。

很多老牌人工智能公司都在做的大数据
技术、语音识别技术。亚马逊将其结合做出了
智能音响，一下卖了几千万台。当其他公司纷
纷跟进后，亚马逊趁机开放自己的软件和硬件
做平台，通过平台开发出了1万多种相关的应
用程序，涉及语音打车、叫外卖、查询、扫地机
器人、冰箱、手机、汽车等众多领域。

一个普通的摄像头，加上图像识别技术就
成了智能探头。杭州的海康威视通过这个创造
了非常广阔的应用场景，如大型会议、演唱会的
安保工作，智能仓储机器人分拣、装卸工作等。

潘云鹤说，当前，在国家规划的指导下，很
多省市和企业开始制定本区域、本单位的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
番。“我们相信，中国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化的
快速发展期，正在不可阻挡的大步到来！”③9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杨霄

网 购“1 小 时
达”，是本年度“6·18”
大促期间，电商三巨
头向郑州百姓献上
的“殷勤”。 6 月 6

日，记者获悉，天猫、京东、苏宁均已在河南投
放这一全新的物流服务。提速背后，是各
方在物流后台的大数据与资源禀赋的充分
较量。

“1小时达”入郑，电商三巨头
争相献“殷勤”

日前，菜鸟物流宣布，天猫超市“1 小时
达”、菜鸟门店发货“2小时达”等分钟级标准
化配送服务，正式向国内 70个城市推送。在
河南省境内，该项服务将覆盖郑州、洛阳、新

乡、南阳、信阳5个省辖市。
“1小时达”物流服务是什么意思？
这要与当日达或次日达进行对比。传统

网购线形配送路径，是消费者发现商品—下
单—卖家发货—物流商接单—消费者签收，
最快时效是当日达。

“1小时达”则是立体化解决方案。首先，
它在地理区位上锁定 CBD、目标社区、学校
等，设立配送“前置仓”（便利店、超市或小型
仓库）。其次，后台的大数据系统测算待售商
品在目标区域的可消费人数与销量预期，并
将一定数量商品提前送入“前置仓”，同时向
目标用户精准推送商品信息。最后，待该客
群下单后，由物流团队或合作便利店迅速提
供近距离配送。

上月，京东到家-达达、苏宁两家公司，已
在郑州市场开始“1小时达”物流服务低调实
验。不同于阿里系，京东到家-达达的地面
仓，主要依托京东物流旗下的城配站点，以及
沃尔玛、永辉、世纪联华、大森林、张仲景等实

体商企。苏宁则在快速自建自营苏宁小店
（便利店）体系。

据了解，目前电商三巨头在郑州投放的
“1小时达”服务，并不能支撑其全平台所有商
品，而是以生鲜、美妆、母婴、快消、服饰、医药
等品类为主。

“新物流”大提速冲击消费习
惯，冰箱制造商会颤抖吗？

“1小时达”物流服务，是中国物流商、零
售商在全球同业中实现的又一关键性创新。

上月末，在杭州举行的 2018全球智慧物
流峰会上，与会的中外物流商、装备制造商
展示了中国物流商正在装备的各项新武
器。比如，24小时无人物流车、无人机、智慧
物流仓、无人叉车，以及应用于生产的各种
机器人。

更神奇的是，快递柜如今已无需输密码
取件，可直接刷脸了。而且，高容量智能物流

塔（约 8米），以及家用智能小型温控邮箱，将
大面积扑向市场。

试想一下，如蔬果、肉蛋禽的网购时效可
缩短至 1小时，百姓家里还需要买大冰箱吗？
事实上，这正是国内物流业大佬在讨论“新物
流”概念时聊到的话题：当快递包裹（指外卖）
无意间打败了方便面，下一个意外接招的是
不是冰箱制造业？

“新物流”提出的背后是因国内快递包裹
量在上年已超过400亿件。阿里巴巴集团董
事局主席马云放言，国内快递包裹产量正趋
向于日均10亿件。

马云认为，中国的“新物流”不仅要打败
冰箱，还要打败集装箱。过往数十年，全球绝
大多数集装箱的流转，被欧美日韩等国家的
物流商控盘，成为一代世界级物流霸主。今
天，当快递包裹这一载体趋向占据上风，中国
物流公司应当仁不让，用快递包裹帮助中国
制造、实体经济完成全球市场竞争地位的优
化提升。③7

“新物流”发力“6·18”快递1小时送到家

人工智能，河南产业转型的新机遇

全国党媒视听内容融合发展论坛举行

主流媒体视听平台“智”汇郑州

豫直播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通过大河报精心
打造的、自主可控的“党字号”直播及短视频聚合
分发平台，全国媒体类直播前十强，全网辐射1100
万用户。

拥有 1300 万用
户 的 大 河 客 户
端 、1000 万 粉
丝 的 大 河 报 官
方 微 博 及 头 条
号同时分发

●单条播放量突破

5000万

1年来
●均播放量

10万+

2017年6月6日正式上线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段伟朵
侯梦菲 王磊）站新时代发展风口，筑新视听
内容未来。6月 6日，值大河报豫直播平台上
线一周年之际，全国党媒视听内容融合发展
论坛盛大开幕，全国 50多家主流媒体直播、
短视频平台负责人会聚郑州，畅谈融媒转型，
共同签署《郑州宣言》。

论坛现场，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
董林致辞，向与会嘉宾介绍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近年来在融媒转型方面取得的进展。贵州
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冉斌，重庆华龙网集
团副总裁、副总编辑朱翔，钱江晚报编委蒋梦
桦等媒体负责人发表主旨演讲，谈融媒转型
时期视听产品的发展走向。

大河网络传媒集团董事长、大河报社社
长王自合分享了大河报发力“直播+视频”的
尝试。今年以来，大河报全力推进全媒体融
合改革，重点突出移动端传播和视频两个方
面，其中一个产品“豫直播”已辐射1100万用
户，单条最高播放量突破 5000万，直播及短
视频突破5000条。

短视频为什么这么火？北京电影学院摄
影学院院长宋靖，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
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陆地等知名专家对短视
频风口作出前瞻和解读。陆地表示，新闻已
进入读秒时代，火爆的短视频，内容大多是关
乎民生的，“内容脱离社会，脱离民生，或者不
接地气都很难火爆起来”。

活动现场，与会代表共同签署了《郑州宣
言》，从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建立健全有效的
把关机制、唱响主旋律、共享资源等多个层面
做出承诺，共同致力于视听媒体建设与发展，
打造风清气正的互联网视听环境。

据介绍，该论坛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
国党媒新媒体视听内容融合发展矩阵、大河
网络传媒集团主办，大河报社、大河报豫直播
承办。

活动当天，“影像管家服务”启动，大河报
豫直播与多家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羊妙
妙杯“金羊奖”全国正能量短视频大赛同时启
动，邀全国网友通过短视频的形式，讲好中国
故事。③9

●郑州ofo用户退押金无障碍

目前，ofo已取消 20个主流城市的信用免押
金政策，只剩上海、杭州、广州、深圳、厦门 5个城
市的用户可享受信用免押金租车。其他用户必须
购买价值 95元的“福利包”或者是直接缴纳 199
元的押金。

对此，记者从 ofo共享单车高级公关经理涂
先生处获悉，本次取消 20城芝麻信用免押金，是
为了搭建 ofo自己的信用体系，同时解决用户不
能全国免押金的痛点。

记者在郑东新区 CBD随机采访到一位王女
士，她表示自己刚刚把小黄车APP内的押金和余
额一起退了。“押金是自己在客户端正常退出的，
已经退款成功。余额是打了客服，让客服帮忙退
款的，也很顺畅。”王女士说。

●郑州共享单车市场争夺战来袭

哈罗单车 CEO 杨磊曾表示，有 40%的用户
在面临交押金的环节时选择放弃继续使用共享单
车，对于押金难退的担忧已成为行业新用户增长
的阻碍。

在ofo收紧免押金政策时，哈罗、青桔精准卡
位，秀出免押金“肌肉”，显然不能用巧合来解释。

据悉，目前哈罗单车在河南全境可免押金，青
桔单车对郑州有免押金政策，而摩拜则仅对洛阳
实施免押金政策。

近日，青桔单车宣布登陆郑州新郑机场，并特
别强调，免押金是青桔单车最大的特色。

而早在 5月 15日，哈罗单车也公布其全国免
押战略双满月“成绩单”：自3月 13日率先在共享
单车行业推行全国范围的芝麻信用免押金骑行以
来，截至 5 月 13 日，哈罗单车注册用户增长了
70%，日骑行订单量更是翻了一番。在河南，哈罗
单车注册用户数较免押之前增长了 70%，免押金
用户数增长了109%，日订单量增长了66%。

青桔、哈罗纷纷晒出免押金成绩单，这是否会
分化ofo的用户群，尚值得商榷与观察。ofo共享
单车高级公关经理涂先生认为，没有芝麻信用分
或者分数不够的单车用户也很多，对于他们来说，
95元可用来购买月卡，并且全国范围内免押金，
这也是一种优惠。

共享单车的免押金大战，看似只涉及简单的
服务性政策，实为在信用体系中资源与资本实力
的较量。

这是因为，单车运营商在此前都会不同程度
将消费用户押金用于运营流动资金，如购置新车、
车辆维修费用等，甚至当大量资金沉淀后获得利
息红利。而一旦将免押金服务规模化，即击破了
单车运营商原有的利润模式。因为时至今日，国
内尚无一家共享单车公司，能明确宣布仅凭单车
日常使用就能实现盈利。

在共享单车基本上都靠融资“输血”度日的当
下，究竟谁能在郑州市场占据龙头老大的位置，对于
普通市民来说或许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保证用户
资金安全、帮用户解决“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应该
成为所有共享单车平台始终遵循的两大原则。③9

加押免押共存
郑州共享单车掀押金混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霄 丁洋涛

ofo小黄车又陷入“资金链风险”传闻，

引起了消费市场的诸多不安。6月5日，记者

试验了ofo小黄车退押金流程，发现并无任

何问题。同日，其他品牌共享单车如哈罗、青

桔发布了对郑州用户免押金服务的消息。

全国党媒视听内容融合发展论坛现场。②25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白周峰 许俊文 摄

人工智能 2.0 是非常巨大
的创新空间，我们要把人工
智能技术和各种各样的产品
结合起来，创造各种各样新
的产业链。

潘云鹤院士

国内人工智能
领域著名专家、
中国工程院原
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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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4日，郑州市建设路地铁口，停放着大量
ofo小黄车供市民使用。②25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张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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