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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12月 3 日下午，第四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
活动上，“华为 3GPP 5G 预商用系
统”“微软小冰———情感计算人工智
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摩拜无桩
智能共享单车” 和苹果公司的“AR
Kit”等 18 项“黑科技”，引得观众阵
阵惊叹。在这 18 项成果中，中国团队
研发的占六成以上。

“一个更高效、更精准的时空服
务，正在由北斗给出中国方案！”中国
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
表示，北斗可提供厘米级高精度位置服
务。

“以前是我们跟着人家跑，5G
时代中国将成领跑者。”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轮值首席执行官徐直军说，
华为 3GPP 5G 预商用系统完成了
从无线网、承载网、核心网、芯片、
CPE 等端到端产品和解决方案的构
建及测试验证，在商用成熟度和产

品性能等方面全面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

“小冰诞生在中国，正在走向世
界。”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介
绍，小冰已拓展到日本、美国、印度、
印度尼西亚等 4 个国家。微软小冰
2014 年诞生于中国，现已成为科技
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工智能情感计算
框架系统。

同样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还有摩拜
单车。摩拜单车 CEO 王晓峰介绍，目
前摩拜单车已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 12
个国家，全球用户超过两亿。

据悉，今年，世界互联网大会面向
全球共征集到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
德国、法国、瑞典、爱尔兰、芬兰、韩国等
国的近千项互联网领域领先科技成果，
比去年翻了一番。由 44名海内外知名
专家组成的推荐委员会投票选出了以
上 18项成果。

人民日报

十八项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

距离 2018 年冬奥会开幕还有两
个多月，平昌冬奥会国际媒体关系部主
任卢焕熙日前表示，非常期待中国游客
的到来。

站在能容纳 1 万名观众的江陵冰
球中心，卢焕熙不时切换着汉语和韩
语，努力向记者介绍平昌冬奥会的准备
进程。他希望中国媒体能近距离触摸到
平昌冬奥会将为世界冰雪运动带来的
新突破，亦愿为韩中两国“接力”举办
冬奥会提供更多宝贵经验。

他说，“两国先后举办冬奥会，将
给两国民众了解冬奥项目带来直观感
受。”

他还说，平昌冬奥会的目标，就是
要“开辟新天地、新境界”。

据卢焕熙透露，为体现对中国游客
的重视程度，平昌奥组委专门将中国农
历春节大年初一设置为 “中国日”，向
各国观众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非

常期待中国游客的到来”。
与此同时，为吸引和方便中国游客

观看冬奥会，韩国官方 11 月 30 日宣
布，今年 12 月 1 日至明年 3 月 31 日
期间，即平昌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前后，
对在韩国无犯罪记录并满足一定条件
的中国公民实施 15天免签入境政策。

韩国法务部表示，推出这些措施的
目的在于方便中国游客访韩、推动平昌
冬奥会门票销售和促进江原道旅游观
光产业发展，同时也希望借此促进韩中
两国人文交流。

作为推进两国人文交流重要组成
部分，卢焕熙说，现在平昌奥组委与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组委会已保持良好
的合作关系。

2018 年 2 月 9 日至 25 日，第 23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韩国江原
道的平昌、江陵、旌善三地举行。

中国新闻社

平昌冬奥会期待中国游客
大年初一专设“中国日”

曾几何时，银行卡是人们在 ATM
机取现的必备品，然而，随着金融科技
的进步，愈来愈多的“无卡”取现方式
正在进入日常生活。

继招商银行之后，近期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相继宣布部分城市和网点上
线 ATM 机“刷脸取款”功能，这也意
味着公众在没有携带银行卡的情况下，
获得了一种新的取现方式。

刷脸取现：留意是否需要提前开通
不用带银行卡、身份证，不用输入

银行账户，靠“刷脸”就能取款。近日，
这样的取款方式再度引发关注。“刷
脸”取款并非新鲜事物，2016 年末，招
商银行就正式宣布，在全国 106 个城
市近千台 ATM 机上实现“刷脸”取款
的功能。而至 2017 年 11 月，实现这一
功能的银行已扩维至农业银行、建设银
行等三家，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银行
用户能够通过“刷脸”体验免卡取款的
便捷。

那么，“刷脸”取款该如何操作？其
又是否具备便捷性呢？记者在农业银行
成都某网点进行了体验。对于用户而
言，如需使用“刷脸”取款功能，首先需
选择具“刷脸取款”功能的 ATM 机，
并点击“刷脸取款”按钮，随后即进入
人脸识别界面，提示取款人正视摄像
头，露出额头、免冠、面部无遮挡，并与
摄像头保持 50厘米内距离。

在顺利识别后，按照提示输入取款
人身份证号或手机号，再输入取款密码
进入账户选择页面选择后即可取款，整
个过程十分快捷。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使用“刷
脸” 取款功能前需留意发卡行是否需
要开通。目前农业银行“刷脸取款”功
能无需开通；招商银行与建设银行则需
要先在手机银行中开通，其中招商银行
流程为登陆手机银行，点击“我的”-
“全部”，在“助手”中点击“ATM 刷
脸取款”；建设银行则需要先在手机银
行 APP 上开通刷脸验证，然后扫描
ATM 机二维码，按照指示依次输入取
款金额，并对照 App 内的取景框作出
相应动作，最后在 ATM 机上输入取款
密码。

“刷脸取款” 存在一定的额度限
制，招商银行当日单卡累计取款限额为
3000 元；农行为每日单笔不超过 3000
元，日累计不超过 10000 元，且单日不
超过 5次。

扫码取现：手机银行延伸服务

针对出门在外，既无现金又无银行
卡的情况下急需用钱的情况，其实银行
还提供了另一种解决方案，那就是“扫
码取现”。且与“刷脸取现”相比，目前
更加普及。

以工商银行为例，用户在 ATM
初始界面点击选择“扫码取现”，同步
用手机银行扫描二维码、输入取款金
额并使用工银 e 支付验证成功后，点
击取款机上的“取款”按键，即完成整
个取款流程。如果用户开通了工行手
机银行一键支付功能，扫码取现过程
中无需再次输入手机号、账户、验证码
等信息，只需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输入
事先设定的静态支付密码即可安全完
成支付。

与工行的“扫码取现”功能类似，
中信银行手机银行“无卡取现”服务也
推出“扫码取现”功能。值得关注的是，
不同于其他银行仅限“自家用户”，非
中信银行客户也可通过在线注册电子
账户使用中信银行手机银行服务，其中
即包括无卡（预约）取款业务。

同样出于安全考虑，目前各家银行
无卡取款都设置一定的取款限额。一般
情况下，手机银行扫码取现的额度为
3000 元，不过具体还是要根据发卡行
的相关规定，如建设银行二维码取款要
求日累计取款金额不超 5000 元。

无卡取现：多种解决方案可供选择
除上述两种免卡取现方式外，目前

不同银行间还提供了其他的解决方案。
如交通银行通过手机银行可以申请无
卡取现，或者通过在柜台办理手机银行
或者网上银行时预留的手机号拨打
95559 进行预约，单日最高取现金额为
20000 元。需要注意的是只能预约当日
取现，如无法在当日 24 小时之前取
现，则过期无效。

而光大银行在开通阳光令牌网银
后，可通过阳光令牌在 ATM 机上实现
无卡取现，单日最高限额是 20000 元。

此外，中国银行用户可通过手机银
行、网上银行、柜台或者自助终端机等
方式申请个人密码汇款业务，获取业务
编码，然后就可以凭借业务编码实现无
卡取现功能。其中通过柜台或自助终端
机预约，需至柜台取款，取现额度不超
过 50000 元（不含）；而通过网上银行
或手机银行预约，可选择柜台或 ATM
机取款，取现额度为每次最高 1000
元。

中国青年网

"刷脸取现 "阵营扩围
盘点ATM机免卡取款方式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电饭
煲、马桶盖、奶粉、奶瓶等普通日用品质
量问题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和没有
需求，而是需求变了，而解决好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改善质量供给、提升
质量水平无疑是其重要抓手。

十九大报告在部署“贯彻新发展理
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时，明确提到
了“质量第一”和“质量强国”，“质量
第一”和“质量强国”被同时写进党的
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充分体现出党对质
量工作的高度重视。近期，人民网记者
跟随质检总局质量提升媒体行活动，走
访了江苏省两家企业，探访他们是如何
将产品质量改进和提升落实到产品中，
又是如何引领其所在产业的国标化标
准？

只关注消费者体验 无数次超越自
己做极致标准

28年前，昆山好孩子以发明全球第
一辆四功能婴儿车起步，并确立了研发
创新、自主经营的发展道路。通过自己打
到自己，源源不断地推出新产品，从而把
跟风仿冒的竞争对手远远甩在身后。据
2010 年的第三方市场调查结果显示，在
欧、美、中三大母市场每 2.9 辆婴儿车就
有 1辆来自好孩子，市场占有率分别连
续24年、18年、11年排名第一。

一辆小小的婴儿车是如何从中国
制造转变为中国品牌、世界品牌？好孩
子企业又是如何在全球产业格局中抢
占新的坐标，成为全球产业生态圈的组
织者，影响世界，改变世界？

制订别人难以追随的标准。手把强
度测试国标是 800 次，欧标 1 万次，好
孩子企业内控标准 1.5 万次。

“除了用机器来测试婴儿车的性能
之外，我们还人工的进行实车行走测
试：每个工人在模拟各种情况的路面
上，每天推行 25 公里，每辆车最少走
200 公里；一些新研发的产品甚至也有
推行过 500 公里的。”好孩子副总裁竺
云龙介绍说。

此外，又比如安全座椅，好孩子将
太空返回舱的蜂窝铝应用于产品，当汽
车发生意外碰撞时，它可以有效吸能减
震，保护儿童不受伤害。这一创新，也使
世界儿童安全座椅的行业标准从时速
50公里得到改写，提升到 80公里。

“光是这一创新，研发就经历 4 年
多，花费超 6 亿元，前后经过 12 万次撞
击实验，采用超过国际标准的时速测
试。”竺云龙说，这是集团研发的一贯策
略，任何一款产品投产前，都通过 N 道
相当严苛的测试关，测试次数普遍是国
标的 4 倍，欧标的 2 倍。安全座椅碰撞
实验一次就要 110 万，并不是每一家生
产公司都愿意做的。

由于长年引领行业，好孩子的中心
实验室不仅被认为是国内最大、最先进
的，就连外国同行都参照其数据与标
准。其实验室不仅获得了美国消费品安
全委员会认可，还被瑞士通用公证行和
德国技术监督协会视为官方实验室。也
就是说，如果经得住好孩子实验室的考
验，即满足出口欧美市场的标准。

宋郑还告诉记者，对于公司来说，
创新也已是家常便饭。好孩子每年申
请 400 多项专利，创新产品达 500 多
款，相当于每个工作日都有 2 款新产
品。这一成绩令全球同行望尘莫及。在
接连的创新中，好孩子又将人性化与
实用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雾霾横
行时，他们研发了防雾霾童车；看见孩
子在车里用手机听音乐，他们发明了
移动的音乐厅童车；日本福岛核电站
泄露后，他们又迅速研发了防辐射车
罩。接下来，他们还将研发让双手“解
放”的童车……

因此，好孩子名至实归地先后 2 次
获得作为中国质量领域的最高荣
誉———中国质量奖提名奖。

把产品当成精密仪器来做 品牌唱
响中国质量

江苏阳光集团是以毛纺、服装为主
业的传统制造企业，30多年来一直专注
于羊毛制品的生产制造、品牌经营，是
众多国际著名品牌的金牌供应商。集团

以每天研发 50多个面料新品，生产 10
万米精粗纺呢绒、1 万套西服、1 亿元销
售、1 千万元利税的规模，位列精毛纺生
产规模全球第一。

“在缝制布角的过程中，国内标准
的误差是 2 至 3 厘米，而我们现在企业
内控的标准在 1厘米左右。”江苏阳光
集团技术中心主任曹秀明介绍到，集团
在生产的各环节中，严格质量管理，并
制订了“前道指导后道”制度：生产过
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检测中心
进行对应的产品检测，检测数据供后道
工序参考，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调整相
应的工艺手段，确保每道工艺的产品质
量符合标准要求。

“不合格产品绝不进入下一道工
序”，曹秀明说，在江苏阳光集团的各个
车间里，纺纱车工上机时发现复精梳毛
条毛粒超标，第一反应就是不能生产，
必须向班组长汇报，直至解决为止。“把
产品当作精密仪器来做”是江苏阳光集
团的质量价值理念，正是这种精益求精
的精神，让集团从原来的乡镇企业，做
到了今天的世界品牌。

曹秀明介绍，在国家标准委、省市
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帮助下，阳光集团标
准化工作也在不断提高，并承担了国际
纺织品标准化秘书处及国内毛精纺分
会秘书处的工作。自阳光承担 TC38 秘
书处以来，中国主导制修订标准已达 18
项，其中正式发布了 16 项，阳光承担制
修订 6项。

目前，江苏阳光承担了 39个国家科
研项目的科研攻关，完成国家重点新产
品项目 26项，国家火炬项目 17项，国家
重点技术创新项目 7项，国家 863项目
4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1 项；通过
发展自主核心技术，截至 2015 年底，累
计申请各类专利 1462 项，获授权专利
875项。完善的技术开发体系、精良的装
备，保证了技术创新的水平和活力，保证
了企业在行业中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
现在，阳光面料早已颠覆了人们对传统
纺织产品的印象。“通过与检验检疫部
门开展的技术合作，碰撞出了很多火花，

阳光面料在质量上达到新的高度。”曹
秀明兴奋地说，阳光将纳米技术、新材料
制造技术都融入到了毛纺业，研发出一
大批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
新产品，使得毛纺服装产业利润的 60%
来自于新产品和特殊产品，实现了科技
内涵与产品质量的双赢。

现在，阳光面料早已颠覆了人们对
传统纺织产品的印象。“通过与检验检疫
部门开展的技术合作，碰撞出了很多火
花，阳光面料在质量上达到新的高度。”
曹秀明兴奋地说，阳光将纳米技术、新材
料制造技术都融入到了毛纺业，研发出
一大批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竞争力强
的新产品，使得毛纺服装产业利润的
60%来自于新产品和特殊产品，实现了
科技内涵与产品质量的双赢。

“检验检疫工作人员不仅懂技术，
而且懂管理，说起来头头是道，干起来
有板有眼，生产线上的工人们都很服
气。”提起江苏江阴检验检疫人员的专
业精神，曹秀明赞不绝口。因此，10 年
前，阳光出口男装西服就荣获国家质检
总局“出口免验”殊荣。2015 年，在对申
报企业进行严格筛选和考核基础上，又
跻身首批中国出口质量安全示范企业。

江苏江阴检验检疫局局长顾高浪
表示，以阳光集团为龙头，江阴积极创
建国家级出口纺织服装质量安全示范
区，并充分发挥阳光作为国际标准化组
织、纺织品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优势，
引导示范区企业投身标准化工作，提升
区内企业在纺织标准国际化活动中的
话语权。

截至目前，区内有 16 家纺织服装
企业参加标准制修订工作，参与起草 20
项纺织品国际标准，逐步形成了一支以
技术标准研究为主的专家队伍。

面对示范区创建成效，江苏阳光集
团积极投身消费品“同线同标同质”活
动，已成为国内首个消费品“三同”公
共服务平台首批上线的 12 家企业之
一，扛起了树立中国质量品牌新标杆的
重任。

人民网

做极致质量：世界品牌标准向“中国制造”看齐

11月 29 日，鸟瞰雨后的浙江 S223 仙清线仙居县上张乡境内公路云雾缭绕，风景如画。浙江省仙居县上张乡生物品种丰
富多样，生态植被良好，群山林海间水气充沛，故云海频现。 王华斌 摄

浙江：鸟瞰仙居公路 云雾缭绕风景如画

今天，作为世界上三大卫星导航系
统之一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逐步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广大用
户提供精准优质的服务，这也成为“一
带一路”上一道独特的靓丽风景。

据了解，为了积极响应国家“一带
一路”建设，北斗三号卫星制定工程策
略时，优先发射中圆轨道卫星，以使北斗
系统更好地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
提供优质的服务。

“一带一路”地域广泛，涉及国家和
人口众多，对于卫星导航系统的应用具
有广泛的需求，为这些沿线国家的产业
提供 “位置服务”，成为中国北斗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同时，北
斗产品因其性价比高、独有的短报文功
能等多方面综合优势，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应用空间巨大。

因此，我国在保证北斗二号区域
导航系统稳定运行，全力推进北斗卫
星全球导航系统组网建设的同时，将
北斗系统列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重要任务。

2016年 10月，我国《关于加快推进
“一带一路” 空间信息走廊建设与应用
指导意见》的发布，对北斗在“一带一
路”中的经济发展支撑作用进行了明确
定位。今年 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稳步推进北斗系
统走出去，纳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任
务，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到了
与会国家的高度关注和称赞。

经过几年的努力，目前，北斗系统已
经在东南亚等覆盖区域得到了应用并获
得成功。北斗系统作为“一带一路”排头
兵，在东盟地区率先应用，进而推进到阿
拉伯地区。缅甸的农业、林业、土地规划、
大湄公河监管；老挝的精细农业和病虫
灾害监测管理；文莱的智慧旅游；印尼海
上集成应用……今天，从葱茏的东盟国
家到广袤的阿拉伯地区，从碧波荡漾的
江海到宽广无垠的陆地，北斗系统在
“走出去”的征程中，创造了不俗的成绩
单。

目前，北斗系统已经覆盖了巴基斯
坦、沙特、缅甸、印尼等近 30 个“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中国北斗正以稳定、可
靠、精准的导航服务，惠及“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携手
构建“一带一路”的美好愿景。

随着系统建设的加速推进，2018 年
北斗全球系统将率先覆盖“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为相关国家和地区提供更加
精准的服务。未来，行走的北斗系统不仅
惠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还将
更精准、更优质、更可靠的服务造福全人
类，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的北斗”。

人民网

中国北斗：服务“一带一路”的“国家名片”

近日，高云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在上海发布了一款具有中国自主知
识产权的 FPGA 芯片及配套平台化产
品，这也是中资公司收购美国 FPGA厂
商莱迪斯（Lattice）告吹后第一次亮出
国产“名片”，意味着中国“芯”家族多
了一位中国造的“万能”成员。

增加一个USB功能，集成一片新
市场

FPGA 是 现 场 可编 程 逻 辑 阵
列———一种可编程“万用”芯片，其特
殊的灵活性决定了在新兴应用领域中
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当下火爆
的人工智能，没有现成的芯片（ASIC）
可用，只能通过 FPGA，利用可编程的
特点，来实现并验证工程师所需要的初
步解决方案。

与目前消费市场很少集成 USB2.0
功能块不同，新的芯片将它集纳起来，
这透露出一个技术信号———FPGA 不
仅应用在通信系统和设备上，而且与消
费类产品搭上关系。高云半导体 CEO
朱璟辉表示：“就像苹果工程师对 FP-
GA表现出的兴趣一样，在 iPhone 7
中已经用到了 FPGA。”

对于集成电路，曾有厂商将 CPU
（中央处理器）与 FPGA 集成，后者善
于并行计算，处理能力强，前者则强在
“管理”，这正是 FPGA 所缺乏的，两

者结合，可有效地提升整体性能。可是，
高云新的芯片放弃了 CPU,却与 MCU
(单片微型计算机)集成到一起，朱璟辉
给出的理由是，“一方面，在 MCU 市
场，ARM 架构已经占据了绝对统治地
位，因此，FPGA+ARM 内核的架构，
将有助于提高 FPGA 的竞争力。另一
方面，嵌入式市场非常宽广，高云选择
采用 FPGA+MCU（ARM）的方式进
入这个广阔的嵌入式市场，主要针对的
还是中高端的差异化应用，力求开拓出
一片新天地。”

在消费级领域中，嵌入诸如 USB2.
0等模块的芯片会在图像监控、智能工
业、医疗设备等领域逐步推开，动态可重
构以及单片集群水平不断提高，将使
FPGA功能越来越强大。比如在伺服电
机控制器中，芯片的集成使这类应用的
控制系统更简洁，还有更精准的电机步
进控制，更炫的显示效果控制，更加人性
化，更加简易的人机交户方式。

改变加密技术，应对突发“断电”
制造芯片要分层研磨，反向剥离可

以将芯片每一层信息“偷”出来。比如
将工艺次序倒过来执行，逐层拍照、克
隆，即便完美复制的成功率很低，“万
里挑一”的机会总会有的。因此供应特
殊需求更成为一种在遭受技术封锁环
境下的有效办法。而且，芯片做的设计

常被抄袭，其电路设
计和外形非常容易被原封不动地

复制出来。
高云芯片实现的创新加密技术也

是针对芯片本身被克隆和芯片设计被
抄袭两种情况。对于前者，高云的
GW1N 系列芯片实现 55 纳米流片和
28 纳米设计，如果进行“反向”克隆，
设备成本昂贵，且后续生产也是一个难
题。高云半导体董事长陈天成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因为从 90 纳米开始，晶体
管的大小跟光波几乎相近，拍照产生衍
射现象，厂商则从光学原理出发，算出
衍射情况做修正，在物理上还原。但是，
摩尔定律不断推进，55 纳米、40 纳米
等集成度更高的芯片靠‘反向’克隆还
没有成功。”

新的芯片是 Flash 工艺的非易失
性 FPGA。所谓非易失就是像闪存一
样，当你通电的时候数据就在里边，当
你掉电的时候数据还在里边。“相比于
美国 FPG 厂商 Lattice 的 OTP（只能
编程一次）对标产品，高云芯片采用闪
存工艺技术，可以多次编程，具有更强
的灵活性和可重用性。”陈天成表示，
目前，该类型产品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
CPLD（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每年约
有 5亿美元的市场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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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芯”多了一位“万能”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