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脸”的时代真的来了！不过，拼
的不是颜值而是识别准确度。进入 9
月，刷脸新闻频频进入公众视野：北京
师范大学全部宿舍楼安装了人脸识别
门禁系统；杭州一家肯德基餐厅可以刷
脸支付了，整个过程不超过10秒⋯⋯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爆发”，是否
意味着证件、指纹识别等传统身份识
别方式将被取代？有网友着急地问：
胖了、瘦了怎么办？整容了怎么办？
有人假扮自己怎么办？

多家人脸识别公司
获上亿元融资

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副总裁杨
帆说，这几年，人脸识别的应用场景已
从线上运用逐步往线下拓展。北京有
无人超市能刷脸进出，河南有机场能刷
脸登机，厦门有酒店能刷脸入住⋯⋯

来自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
示，2016年我国人脸识别行业市场规
模已超过 10 亿元，预计到 2021 年将
达到51亿元左右。

资本迅速涌入。今年 7 月，商汤
科技宣布完成 4.1 亿美元 B 轮融资。
上海依图科技与北京旷视科技完成了
C轮融资，金额分别为3.8亿元人民币
与1亿美元。

旷视科技副总裁谢忆楠等告诉记者，
人脸识别技术主要有三大应用方向。一
个应用场景是1：1认证，即证明人与证件
信息是统一的，主要用于实名制验证。

其次是 1：N 认证，即判断某个人是
否为特定群体中的一员，用于人员出入
管理和城市安防等。重庆市某公安分局
使用商汤科技的人像比对系统，在40个
工作日内辨认出69名嫌疑人，相比人工
效率提升200倍。

第三种是活体检测，以确保是真人
在操作业务，进而做账户许可授权。云
从科技的人脸技术已经运用于全国 50
多家银行。中信银行的 ATM 和移动客
户端可以远程身份认证，海通证券可以
远程开户，滴滴平台则可以查验驾驶者
是否为注册司机。

机 器 识 别 大 幅 度 整
容、双胞胎还有困难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科学家们涉
足人脸识别的研究，不过准确率一直不
高。过去数年，科学家将深度学习算法
运用于人脸识别。2014年，香港中文大
学汤晓鸥研究团队开发的算法使机器识
别准确率超过了人类。

据 360 公司副总裁、人工智能研究
院院长颜水成介绍，通常人脸识别包含

以下环节：相机或者专业设备先采集到
图片，人脸检测技术定位图片中的人脸，
然后从中再定位诸如眼角、鼻尖、嘴角、
脸部轮廓线等特征点，进行包括光线补
偿或者遮挡物剔除等校正。再用深度学
习算法进行身份特征提取，跟数据库中
的人脸特征做比对，以识别人脸身份。

在人脸识别技术的研发方面，中国与
国际发达水平基本同步。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西安交通大学电信学院特聘教
授龚怡宏表示，人脸识别领域国际上有几
个公认的测试集，测试结果名列前茅的团
队名称会记录上网，中国科研人员占据半
壁江山，不少准确度都超过99％。

尽管如此，龚怡宏表示，在测试集中得
到的成绩，运用于现实中会大打折扣。在
现实中人群样本更大，不同光线、姿态、分
辨率等条件都可能给机器识别带来困难。

颜水成表示，双胞胎、整容前后等特
殊情况下机器能否识别，要看具体情
况。比如整容幅度过大，机器无法识别
是有可能的。此外，脸部信息也会随着
年龄增长而改变。如果到了机器无法识
别的程度，使用者只需去系统更新脸部
照片就可解决。

专家预测未来身份查
验趋势是“人证合一”

专家表示，相较指纹识别、虹膜识别
等生物特征识别方式，人脸识别最大的
优点在于“非接触性”，可以大大提升系
统响应速度，同时避免指纹机器接触产
生的卫生隐患。此外，“非配合、非侵入”
式特征，意味着可以在不需要使用者配
合的情况下采集到数据，有利于安防领
域的应用。

“人脸识别会成为主要的身份识别
手段，两三年内就可以大规模运用。”不
过，龚怡宏也认为，未来身份查验的一个
主流趋势是人证合一，即刷脸加证件，身
份证还是会继续存在。

不过，人脸识别技术还面临一些安
全漏洞。目前通过一些特殊手段，比如
用别人的照片等方式，都可能成功“骗”
过人脸识别系统。对此，很多公司都加
大了在“活体检测”上的技术投入，而在
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场景中，很多公司都
会要求进行双重验证。

此外，人脸被采集也使得隐私泄
露风险剧增。谢忆楠表示，解决的方
法是在采集到照片时进行“脱敏”处
理，只提取照片特征，不保存照片本
身。这不仅需要采集者自律，更需要
在政府引导下建立起整个行业的统一
标准，共同筑起保护用户隐私的行业
堤坝。 据新华社

“刷脸”应用呈爆发式增长

“很多人都说我们疯狂，但创业从
来都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创业路上
有着追逐梦想的激情和永不言弃的坚
持。”作为一名大学生村官和创新创业
者，常州市智通楼宇智能化有限公司
总经理周蓉以这样一句开场白，来描
述她的创业经历。

2011 年，周蓉从南京金陵科技
学院毕业不久，就被选聘为武进国家
高 新 区 北 区 邱 墅 社 区 主 任 助 理 。
2016 年，经选举担任邱墅社区党委
副书记。

“ 作 为 一 名 大 学 生 村 官 ，我 始
终在思考，如何在服务地方的同时，
实现自我的价值？”周蓉说，这也是她

创业的初衷。
2015 年 9 月，她和另外两位团队成

员一起，成立了常州市智通楼宇智能化
有限公司，落户常州科教城大创园，从事
监控、道闸、安防登弱电工程项目，设计
并执行了江南石墨烯研究院、武进高新
区社区智能停车系统等工程。

一切似乎都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
然而，创业之路并非坦途。2015 年底，
公司承接了一个项目，由于工程方跑路
导致她们垫付的 30 多万元工程款泡
汤。无奈之下，周蓉只得向亲戚朋友借
来30万元支付了工人工资。

“这件事情给了团队很大触动，我们
开始谋求转型。”周蓉说，经过多次市场
考察她们发现，在常州本地智能家居系
统尚处于初级阶段，很难找到一个成熟
的系统开发集成者。团队决定，抓住这
个市场空白点，开发智能家居系统，将这
些不同品牌、种类的智能单品通过互联

网连接起来，抢滩本土市场。
“什么是智能家居系统？喜欢好莱

坞科幻大片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钢铁侠
的私人管家贾维斯，也都曾经幻想过，能
有一个像贾维斯一样的人工智能管家，
帮自己管理着家中的一切，而自己只要
对管家下达命令就好了。”周蓉认为，这
才是人们理想的智能生活。

思路决定出路。目标明确后，团队
开始到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地考察
学习，并与行业内知名的智能家居品牌
和装修公司达成合作。“与普通用户相
比，我们更熟知各类产品的优劣；与智能
家居厂家相比，我们更了解用户的需求
和体验。”周蓉有些自豪地说，目前，团队
正在设计研发常州科教城智能会议系
统、顶呱呱全国门店智能化系统等多个
系统集成项目。

作为大学生村官，长久以来，她更希
望用自己的创业成果来切实服务居民。

在入户走访的过程中，周蓉发现城市社
区存在不少老人独居的情况，安全隐患
较多。去年，智通楼宇与其他公司合作
研发了智慧养老管理服务平台，以各类
智能终端为载体，结合智能家居的应用，
面向老年人群体推出。为此，公司还开
发出与该系统终端配套使用的智能养老
专用手表。在紧急情况下，可以通过终
端产品和 12349 智慧养老平台联网，通
知家属和救援人员。

今年 6 月，面积 300 平方米总投资
超百万元的智通智慧家庭展示中心建成
投运。为了这个展示体验中心，周蓉不
仅花光了前期的积累，还将自己的房子
进行抵押办理了创业贷款。“很多人说我
们疯狂，但创业从来都是一个勇敢者的
游戏！”她又一次重申说。

创业两年来，在团队的努力和科教
城大创园的支持下，智通楼宇已成为常
武地区为数不多的涵盖系统集成、智慧

家庭、智慧社区、智慧养老、生态业务品
牌等综合性新兴业务设计执行商，带动
了10多人的就业，实现了良好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

“常武地区有着优势的装备制造产
业，未来我们希望依托地方产业基础，建
造智能化硬件产品生产基地，拥有自主
品牌的终端产品。”周蓉说。 姜小莉

——访常州市智通楼宇智能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周蓉

创业，勇敢者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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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28日——创业路演日
免费路演、权威指导、投融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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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在电动车和无人驾驶
技术的冲击下，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
德国也将效仿法国、英国等国家，禁止
销售汽油或柴油发动机驱动的汽车。
此前，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德国联邦
参议院将推动 2030 年后德国燃油车
禁令，引起了德国政界的强烈反响。
这意味着德国作为内燃机汽车发明
地，2030年将再无燃油车了。

仿佛一夜之间，多个国家都开始
给传统燃油车发放“死缓通知书”了：
法国计划从 2040 年开始全面禁售汽
油车和柴油车，并计划2050年实现碳
中和；挪威的四个主要政党则一致同
意从2025年起禁止燃油汽车销售；荷
兰劳工党公开提案，要求从2025年开
始禁止在荷兰本国销售传统的汽油和
柴油车，最终获得了通过；荷兰鹿特丹
2016 年 1 月开始禁止驾驶 2001 年生
产的柴油汽车，以及1992年前生产的
所有汽车。

与之相比的是，电动汽车一直是
市场关注热点。腾讯投资了特斯拉，
马云将推新能源车，董明珠也已经造
出了第一辆造新能源汽车，就连乐视
的贾跃亭都仍坚守造乐视汽车。新能

源汽车发展越来越快，销量也随之暴涨，
据统计，从 2017 上半年来看，全球电动
车的累计销量达到 449817 辆，同比涨
幅达到41%。

让我们回到国内。
据新华社消息：全球知名战略管理

咨询公司罗兰贝格发布的《2017年第二
季度全球电动汽车发展指数》报告显示，
中国首次在电动汽车发展指数排名中取
得全球第一。在业界专家看来，中国新
能源电动车发展已在技术、市场和“网
联”方面取得了优势。

急剧上升的产销数据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表明，

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实现产销两旺。6 月
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6.5万辆和5.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3.4%和 33.0%。
上半年累计产销量分别为 21.2 万辆和
19.5 万辆，同比增长 19.7%和 14.4%。
目前，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新能源汽
车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专家认为，中国新能源电动车发展

已经取得三大优势。
首先，技术进步突飞猛进。五年前，

中国电动汽车续航里程只有 100 公里，
现在，电池成本减少近一半，性能提高
30%，续航里程提升至300公里。

其次，市场规模国际领先。五年前，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只有1万辆，现在，
已达 50 余万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
书长助理兼技术部主任何鹏说，目前中
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
场，2016年取得了新能源汽车年产销量
第一、保有量第一、充电桩建成数量第一
的成效。

第三，“网联”先行一步。中国移动
交通行业解决方案部总经理严茂胜说，
现在国家已经强制新能源车必须联网，
未来汽车发展方向就是智能化、网联化、
共享化、轻量化，“网联”的落地将让我国
在未来全球汽车产业竞争中占得先机。

“引领”产业还有相当距离
“全球汽车产业的生态正在重塑，新

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已经成为我国

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转变的重要机
遇。”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丁宏祥说。

在这条机遇之路上，中国已经走出
了关键一步，但要达到“引领”，还有相当
长的距离。何鹏说，我国新能源车在电
池、电控、电机方面还与先进水准存有较
大差距，产业化过程中普遍面临动力电
池寿命短、续驶里程短、环境适应性差等
技术性问题。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
管理部部长詹文章等专家认为，无论是
什么汽车，最关键的还是核心系统、部
件，现在国内智能汽车从感知、计算到控
制的核心设备都是国外的，新能源车的

混合动力驱动系统也大部分是局部外
包，或者干脆整个系统都是外包的，对外
依存度大。此外，行业还存在关键零部
件依赖进口、集成度低等问题。

严茂胜说，与一些先进国家相比，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尽管在“网联”上已先
走一步，但在“智能”领域还有较大差距，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的前景和空间
都比较大，智慧道路、智慧红绿灯等交通
基础设施，以及这些设施在车辆上的应
用还都有明显不足。

推广速度或快过美国
广汽新能源销售经理张锡忠告诉记

者，目前新能源汽车的主要购买者是个

人用户和租赁公司，多集中在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天津、南京等地，并开始
瞄准武汉、中山、佛山这样的二级城市。

“受制于充电桩等基础设施的布局，
我国电动汽车发展还存在明显的区域不
平衡。但这也意味着市场潜力巨大。”有
关专家说。

严茂胜表示，去年我国整个汽车
行业销量是约 2800 万辆，其中新能源
汽车销售 50.7 万辆，虽然自身产销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占整个汽车市
场的份额仅有约 1.8%，非常低。另一
方面这也意味着，我国新能源汽车的
市场前景非常广阔。决定汽车行业未
来格局归根到底还是车辆本身，新能
源汽车本身拥有很好的发展机遇和前
景，还需要通过技术突破以及提高车
辆整体性能来实现。

“未来 10 年，美国逾半新车将是电
动车。”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
不久前预测。他同时指出，中国电动车
的推广速度极有可能快过美国。

来源：互联网思想

又一场科技革命开始了！

2030年“燃油车”要消失了！

创客之家创客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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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A 股市场继续放量走
高，深证成指突破11000点大关。

当日，上证综指收报 3376.42
点，较前一交易日涨 11.18 点，涨幅
为0.33％。深证成指收报11053.73

点，涨 82.96 点，涨幅为 0.76％。创业
板指数涨0.59％后以1896.38点报收。

两市成交量继续维持高位，成交
总额接近5900亿元。

据新华社

深证成指突破11000点大关

11 日 A 股放量走高

上证综指 3376.42 +11.18 +0.33％
深证成指 11053.73 +82.96 +0.76％

记者 11 日从武汉市房管局获
悉，自开展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
场试点以来，武汉市迅速推进相关工
作，目前已筹集租赁住房项目库项目
35 个，房源 11351 套（间），计划到
2020年基本形成渠道多元、结构合
理、服务规范、制度健全的住房租赁
市场。

目前，武汉租赁住房项目库共
有 35 个项目，房源 11351 套（间），
其中市场租赁项目 10 个，7546 套；
人才安居项目 25 个，3805 套。同
时，5 年内武汉将留住 100 万大学
生，建设 250 万平方米、5 万套租赁
住房，形成20万人的租住规模。

武汉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租赁住房房源优先选择轨道交
通沿线和新市民相对集中的中心城
区、开发区、工业园区布点，与产业
发展、人才安居、公共租赁住房保
障、城中村改造相结合。目前主要

集中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
技术开发区，一些商业改住宅项目也
会出现市中心地段，但上市时间尚未
确定。

据了解，武汉市已明确由地产集
团、城投集团、地铁集团和碧水集团等
4 家大型国企下属企业，建立国有住
房租赁平台公司，今年将主要采取国
有平台集中新建、商品房项目配建、现
有房源改造、市场购买、市场包租等方
式筹集房源，年底前完成新增租赁住
房7000间、30万平方米。

同时，民营企业也积极申请参与
武汉租赁住房试点。武汉市将根据企
业运营规模、资金实力、运营能力、信
用等因素，选择不少于 5 家民营房地
产开发企业、10 家住房租赁企业，作
为住房租赁规模化经营试点企业。目
前，万科、龙湖、金地等大型房企以及
武汉规模较大的 7 家住房租赁企业已
纳入租赁试点企业名录库。据新华社

武汉已筹集租赁住房项目房源1万套

中国人民银行11日表示，已将外
汇风险准备金征收比例从 20％降为
零，并取消对境外金融机构境内存放
准备金的穿透式管理。央行金融研究
所所长孙国峰表示，此举是考虑到当
前市场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进行的必
要调整，前期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

措施相应回归中性。
近日，人民银行调整了外汇风险准

备金政策和对境外金融机构境内存放执
行正常准备金率的政策。孙国峰表示，
这两项政策都是在前两年人民币汇率出
现波动、资本流动呈现一定顺周期性的
背景下出台的宏观审慎管理措施，考虑
到当前市场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上述
两项政策有必要进行调整。

2017年以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简政放权、创新驱动战略等深化实
施，我国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发展新动能

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进一步
增强。同时，国际市场美元对主要货币
持续走弱。

孙国峰表示，汇率根本上是由经
济基本面决定的，短期可能受部分因
素扰动从而与基本面有所偏离，但最
终还是会回归经济基本面。今年以来
人 民 币 对 美 元 汇 率 整 体 呈 现 升 值 态
势，对一篮子货币基本稳定，这主要是
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等基本面因素在汇
率上的反映。当前，无论是学界还是
业界都普遍认为人民币汇率已比较充

分地反映了经济基本面，汇率总体处
于合理均衡的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水平趋于均衡的
同时，市场预期趋于理性，跨境资本流
动和外汇供求都更加平衡。”孙国峰认
为，在市场环境已转向中性的情况下，
有必要调整前期为抑制外汇市场顺周
期波动而出台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
措施，也相应回归中性，以强化外汇市
场价格发现功能，提高市场流动性，更
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经济持续、
协调、平稳发展。 据新华社

央行金融研究所：

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回归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