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云大动作不断。
天猫精灵——马云为中国家

庭研发的第一款机器人。
7月5日，阿里巴巴宣布推出

硬件设备：“天猫精灵”，把强大的
人工智能，塞进了一个杯子大小
的硬件。

只要你呼喊它的名字，它就
能帮你做任何事情。语音购物、
充话费、叫外卖、放音乐、讲故事、
玩游戏，甚至控制智能家居！

令人震惊的是：它还拥有声

纹识别技术，能够分清家里的每
一个人，识别使用者的身份。传
说中的声波支付，将被马云实现。

“给老婆冲100元话费”；
“给老爸转800元生活费”；
“和孩子一起做个游戏”；
“中午饭给我点个肯德基”；
“家里的鸡蛋没了，买两斤鸡

蛋”⋯⋯这些科幻电影里的画面，
将不再是天方夜谭！

值得注意的是：这款机器人
的背后是一个开放系统，它之所以
能购物、查快递、点外卖，是因为它
整合了支付宝、淘宝、菜鸟物流。

一旦马云整合了门、窗帘、电
饭煲、空调、马桶、摄像头这些家
庭设备厂商，把他们全部智能化
连接起来⋯⋯

“把厨房门关一下”；
“ 打 开 卧 室 空 调 ，调 至 25

度”；

“打开电视，切换到体育频
道”；

“两小时后，把客厅打扫一
下”；

“看看孩子睡醒了吗”；
“马桶忘记冲了，冲一下”⋯⋯
你的所有命令，将只需要一

句话。万物互联之下，保姆将难
以幸免！至少，让他们看到了危
机：需要保姆做的事情越来越少，
保姆的报酬可能会大幅降低。

马云的机器人将成为掌管你
家里所有设备的指挥者，不限种
类、不限品牌。

当所有人还在为杭州保姆纵
火案心有余悸之时，马云却迈出
了“消灭保姆”的第一步。

有危机的，又岂止保姆。自从
马云批判谷歌用机器人战胜世界
围棋冠军之后，我们从未感受过如
此强烈的人工智能气息，更对未来

从未有过如此地惶恐不安！
7月5日，与马云机器人同时推

出的，还有百度的无人驾驶。当李
彦宏坐着无人驾驶的汽车飞驰在北
京五环，你是否想过，司机可能也要
失业了。

收银不要人了、超市不要人了、
工厂不要人了、保姆不要人了，就连
开车也不要人了。我们到底面临的
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斯坦福教授卡普兰做了一项统
计，美国注册在案的720个职业中，
将有 47%被人工智能取代。在中
国，这个比例可
能超过70%！

创新工场董
事 长 兼 CEO 李
开复认为，人工
智能应用最快的
是互联网领域，
而能在 3 年或 5

年后会产生巨大价值的是金融领
域。

人工智能协会首位华人会员、
第四范式首席科学家、香港科技大
学计算机系主任杨强指出，虽然目
前人工智能只是在程序员领域和
平台领域推广，但降低门槛到傻瓜
机的程度，应用到生活，只需要等上
个3到5年。

谁都没有危言耸听，大佬们频
繁的出手，更是说明了一切。今天，
我们正处在新旧世界交替的夹缝
里，每一个人都在夹缝里寻求生存。

机器是智能的，但人类是智慧
的。未来，不再需要我们去做简单
重复的体力脑力劳动，但需要我们
去思考、去创造。

机器是冰冷的，但人类是温暖
的。一切有温度的服务，都是机器
无法取代的疆域。 来源：鸣金网

马云打响第一枪:

未来3到5年，70%保姆将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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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脸识别抓拍行人闯红
灯到机场安检“刷脸”，从远程
认证养老金领取资格到办理公
司信息审核，从“刷脸”办银行

业务到“扫脸”支付⋯⋯过去在科幻电影中才能看到的人脸识
别“黑科技”，如今却实实在在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近两年来，人脸识别技术在中国多个行业的应用，呈爆发
式增长。人脸识别是什么技术？未来会给生活带来哪些改
变？我们离全新的“刷脸时代”还有多远？

人脸识别应用领域越来越广
一些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自 2015 年以来，人脸识别技术

应用呈现“爆发式”态势，不仅应用于交通管理，还可以用于安
保、政府公共服务、金融、商业营销等众多领域。

在哈尔滨机场，人脸识别系统在旅客到达验证台时迅速
抓取旅客脸部图像，并与旅客身份证件图像进行比对。当验
证员人工读取旅客身份证件信息时，系统便可完成比对并给
出判别提示结果，辅助安检人员辨识旅客乘机证件及身份。

据了解，哈尔滨机场人脸识别系统人均检查时间约为 2
秒，而人工验证需 15 秒。目前，人脸识别系统已在北京、深
圳、呼和浩特、长沙、拉萨等机场试用。

青岛市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互联网＋识别技术”
进行身份认证，既能确保社保待遇领取认证的准确率、保障基金
安全，又免去了认证人员奔波之苦，减轻了社保窗口人员压力。

预计到今年10月，江西将完成全省网吧技术监管平台搭
建工作。依靠这个平台，可以实现利用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
通过比对网吧收银台所拍摄的照片和身份证照片，判断是否
为身份证本人上网，对未成年人违规进网吧进行有效监管。

全新“刷脸时代”还有多远？
专家介绍，随着人脸识别技术不断进步，以及网络带宽、

影像拍摄质量的提高，未来该技术会应用到更多领域。全新
的“刷脸时代”不再遥远。

比如，在智慧城市方面，人脸识别技术已应用到智能家居、
智慧社区管理等领域。很多家电品牌在研发使用人脸识别的智
能化家电；一些高档社区用人脸识别对社区居民身份进行识别。

人脸识别也在金融、证券等业务进行应用尝试，目前工行
等各大银行机构的部分网点已采用了人脸识别技术，嵌入到
银行业务流程中。

随着近年来一流人脸识别技术中开始应用多种活体验证
环节，不会出现拿着别人的照片或视频就能冒用的情况，安全
性大幅提高。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尹建芹说，人脸识别技术现在应用已
非常多，尽管还有待完善，但随着技术进步，未来在人工智能
时代，人脸识别技术将随处可见。 来源：镇江科协

人脸识别走入生活
“刷脸时代”还有多远?

从 2012年就业到 2015年创
业，陈钢在短短几年内快速完成
身份的转变。在这个最火热的夏
季，他创办的常州小飞猪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也进入发展的快通
道，去年交易额完成 2 亿元，带动
就业 50 人，并成功孵化了小飞
鱼、西马、飞牛等电商创业企业。

“很早的时候，我就有创业的
梦想。”陈钢说，在大学时他就尝
试软件开发、电动车租赁、淘宝网
店等各种创业项目，其中员工最
多的时候有 5 人，买了 20 台电
脑。最让他骄傲的是，大学四年
没问家里要过一分钱，所有的费
用都是自己赚的。

经 验 的 获 得 ，总 要 付 出 代
价。那时，陈钢不知道资金、市
场、合作意味着什么，结果大二那
年一周之内，停掉了所有的创业
项目。

毕业后的陈钢收敛锋芒变得
坚忍，他先去其他公司学习了 1
年半。回想起来，碰到的最大问
题就是一直没有管理人才的经
验，因为从小信奉“韩信带兵，多
多益善”的理念，结果输得一塌糊
涂。为此，他曾疯狂恶补各类管
理书籍，虚心请教有经验的朋友
和同事。大量的学习和实践，为
他积累了再次创业的资本。

2015 年 4 月，常州小飞猪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落户常州科教
城。让他感动的是，一些“老战
友”、新朋友都毅然决然地选择加
入小飞猪团队，有的员工甚至放
弃原有公司的一半高薪前来“低

就”。另一方面，常州科教城也给
小飞猪房租、政策、税收等方面的
大力支持。

“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做企业和为人处世一样——得道
多助,失道寡助，也坚定了我以德
管理的企业宗旨。”陈钢说。

小飞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主
要从事传统企业的网店代运营，
致力于中国大学生创业就业平
台，团队孵化、实践培训，以及认
证、服务外包、跨境合作、移动电
商和农村电商业务。公司创立了

“大数据抓取市场——定向获得
优质客户——众创运营服务——
配套服务盈利”的新型店铺服务
新模式。其中配套服务中的 AI
客服机器人、全自动仓储物流系
统、直播短视频营销、独立 IP 建
立等，在2017年都取得了突破性
的发展成果，保持了每年 200%

的高速增长。成立当年，小飞猪完
成销售额 1 亿元；2016 年突破 2 亿
元；今年，预期突破4亿元。

“大学生创业满二年的成功率
不到万分四，小飞猪上几个月刚刚
度过了这个生死线，并顺利完成了
今年上半年 2 亿元销售的目标，我
能有机会成为这个万分之四，很荣

幸。”陈钢说，每一个成功的案例都
不是偶然，路途的艰辛鲜为人知。

未来，小飞猪将保持每年总体
业绩 100%的增长，目标是成为全
国范围内最大最强的电商代运营服
务商。他更希望有创业梦想的年轻
人，集聚到小飞猪的平台上，一起飞
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 姜小莉

——记常州小飞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创始人陈钢

逐梦创业路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 7 月 31 日说，中
国政府鼓励有实力、有条件的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我国
将继续推动对外投资便利化，提高服务水
平，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引导对外投资健
康有序发展。

钱克明当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去年一些企业非理性对外投资问题比
较突出，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了真实

性、合规性审核，指导对外投资企业增强风
险防范意识，促进对外投资健康规范发
展。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下降
了 42.9％，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有效遏
制。从对外投资的国别看，我国企业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仅下降了 3.6%，低
于总体对外投资的降幅。企业更加重视实
体投资，对境外制造业投资降幅要小于对
房地产、文化体育娱乐产业的投资，一批并
购项目顺利实施。此外，我国对外承包工
程完成营业额4622亿元，增长了7.2%。

钱克明分析，对外投资同比下降除了
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的因素，还有三方面原
因：一是国内经济状况向好，国内的钱好赚

了，对外投资的意愿就没有那么强了；二是国
际上的投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一些国
家保护主义抬头，包括加大了对外资的安全
审查等；三是我国出台了一些调控措施，引导
企业对外投资更趋理性，特别是加强了对外
投资真实性和合规性审核，引导企业投向实
体经济，尽量减少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
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投资。

钱克明表示，对企业“走出去”，对于符
合国内法律法规、国际通行规则、市场原则，
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国家是鼓励
的。同时，商务部也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
对外投资风险的防范工作，确保对外投资健
康规范有序发展，特别是房地产、酒店、影

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对外投资，
商务部建议相关企业还是要审慎决策，防范
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说，
一个国家对外投资的短期波动是很常见的，
要用平常心来看待。从宏观上看，任何一个
国家都要避免跨境资本流动的“大进大出”。
从微观上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历史短、经验
和人才不足，政府适当地提醒和引导，有助于
企业更加全面地评估和规避对外投资风险。
中国政府鼓励“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支持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政策方向不会变，
中国作为一个对外投资大国的地位不会变。

据新华社

商务部——

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有效遏制

7 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在周期板块大涨的带动下，沪深两
市股指强势走高。从月度走势看，上证综指上涨2.52％，深证
成指下跌0.23％。

当日上证综指以 3252.75 点开盘，一路震荡走高，盘中沪
指摸高 3276.95 点，最终以 3273.03 点报收，较前一交易日涨
19.79 点，涨幅为 0.61％。深证成指收报 10505.04 点，涨
67.10点，涨幅为0.64％。中小创也以红盘报收。创业板指数
围 绕 前 一 交 易 日 收 盘 价 反 复 震 荡 后 ，上 涨 0.13％ ，收 报
1736.30点；中小板指数连续三日走高，收报7054.96点，当日
涨幅为0.85％。

沪深两市 1884 只交易品种收涨，1128 只交易品种下
跌。不计算ST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40多只个股涨停，期中
3只新股挂牌上市，首日涨幅均为约44％。

行业板块方面，稀土永磁、黑色金属、稀缺资源领涨，涨幅
均逾 4.5％。告跌板块跌幅都不足 1％，通用航空、运输设备、
百元股表现相对较弱。

伴随股指上涨，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2535 亿元和 2869 亿
元，总量约5400亿元。 据新华社

受周期板块大涨带动——

沪深股指强势走高

上证综指 3273.03 +19.79 +0.61％
深证成指 10505.04 +67.10 +0.64％

为开拓韩国市场，美国打车软件服务运营商优步计划年
底前进军韩国送餐服务，推出 UberEats 手机应用。依照优
步的设想，通过这款应用，任何人可以成为送餐“合伙人”，用
自行车、摩托车或汽车提供送餐服务。这些“送餐员”可以自
主决定工作时间，并根据路程远近收取送餐费。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有约 80％的人使用智能手机，通过
手 机 应 用 叫 外 卖 的 人 也 越 来 越 多 。 目 前 ，YoGiYo 和
Baedal Minjok 等本土外卖软件瓜分了韩国大约 110 亿美
元送餐业市场，优步的加入无疑会加剧竞争。 据新华社

优步拟进军韩国送餐业

保监会近日下发通知，对保险公司开
展资产负债管理能力试评估，并计划在今
年年底正式发布资产负债管理监管制度。
业内人士认为，这有助于监管部门全面掌
握保险公司的期限错配、利差损、流动性等
风险，引导资金“脱虚向实”。

近年来，在复杂利率环境和市场竞争加
剧的情况下，保险业资产负债匹配难度增加，
部分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失效，采取激进经营、
激进投资策略，在发展战略上“跑偏”了，出现
业务快进快出、风险敞口过大等问题。

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保险资产
负债管理监管制度设置了多个指标，比如长
期经济价值、中期盈利能力、短期流动性和
偿付能力底线等，以此评估保险公司的资产
负债匹配状况和管理能力，并根据评估结果
实施差异化监管，建立产品监管、资金运用

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协调联动的长效机制。
有了资产负债管理监管制度后，资产

负债管理将真正从之前的软约束变成硬约
束，以往资产驱动负债的激进模式难以为
继，资产配置不能再“大手大脚”。保险“好
孩子”和“坏孩子”的境遇也将大不相同。

记者了解到，监管机构将适当给予保险
“好孩子”资金运用创新试点、产品试点等政
策，对个别“坏孩子”将采取限制投资比例和
投资能力申请，限制中短存续期产品销售等
监管措施，通过扶优限劣，引导公司主动加强
资产负债管理。

安永精算与保险咨询专家余诚说，资产
负债管理监管制度以产品为原点，将促使保
险公司根据盈利预期科学设计和推出保险产
品，合理定价，负债端不冒进，在配置战略资
产时不激进，更加重视现金流的流转顺畅和
安全性，避免董事会的非理性决策和战略规
划的大起大落。

资产和负债就像保险行业的两个“轮
子”，只有平衡协调发展，才能保证保险行业
有序运转。保险公司要摒弃“短钱长配”“盲
目投资”等理念，优化资产负债匹配，促进资
产端和负债端良性互动和动态平衡。

泰康保险集团风险管理部高级经理袁洋
认为，当前监管部门正引导保险资金审慎稳
健投资，过去个别保险公司激进扩张行为带
来的资产和负债期限不匹配的风险，将得到
有效缓解。

良好的资产负债管理是保险业可持续发展
的基石。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引导
保险资金“脱虚向实”，发挥其规模大、期限长、稳
定性高的优势，为国家重大战略和实体经济发
展提供有力支持。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保险投资不能再“大手大脚”

年内出台资产负债管理监管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