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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网信办
下架 25 款 App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公告袁根
据举报袁经检测核实袁野滴滴企业版冶等 25
款 App 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
信息问题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曳相关规定袁
通知应用商店下架上述 25 款 App袁 要求
相关运营者严格按照法律要求袁参照国家
有关标准袁认真整改存在的问题袁切实保
障广大用户个人信息安全遥 各网站尧平台
不得为野滴滴出行冶和野滴滴企业版冶等上
述 25 款已在应用商店下架的 App 提供访
问和下载服务遥 赵超

到 2023 年 5G 用户数
超过5.6 亿

近日袁叶5G 应用野扬帆冶 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曳印发袁明确提出袁到 2023
年袁5G 个人用户普及率超过 40%袁用户数
超过 5.6 亿遥 5G 网络接入流量占比超
50%袁5G 网络使用效率明显提高遥5G 物联
网终端用户数年均增长率超 200%遥

5G 融合应用是促进经济社会数字
化尧网络化尧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引擎遥 叶行
动计划曳指出袁大力推动 5G 全面协同发
展袁深入推进 5G 赋能千行百业袁促进形
成野需求牵引供给袁供给创造需求冶的高水
平发展模式袁驱动生产方式尧生活方式和
治理方式升级袁培育壮大经济社会发展新
动能袁面向实体经济主战场袁面向经济社
会数字化转型需求袁 统筹发展和安全袁遵
循 5G 应用发展规律袁 着力打通 5G 应用
创新链尧产业链尧供应链袁协同推动技术融
合尧产业融合尧数据融合尧标准融合袁打造
5G 融合应用新产品尧新业态尧新模式袁为
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数字转型尧 智能升级尧
融合创新提供坚实支撑遥 侯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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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渊AI冤技术快速发
展袁大数据尧算法模型尧AI 芯片等软
硬件信息技术成为传统行业向数智
化转型的重要支撑袁推动城市交通尧
金融尧 教育尧 制造等领域数字化转
型遥

7 月 8 日袁 第四届世界人工智
能大会在上海拉开帷幕遥 国内外 AI
领域科学界和产业界代表齐聚上海
世博中心袁就数字化城市尧产业数字
化以及数据治理进行主题分享交
流遥

从火星车到城市数字化
无人驾驶尧智能助老尧智能制造

噎噎AI 技术的应用已经深入到各
行各业袁 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
型遥 国内 AI 技术公司袁 如百度尧腾
讯袁正在将 AI 应用场景拓展到天文
领域的科普和科学研究中遥

在开幕式现场袁百度创始人尧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与百度研
发的一款祝融号数字人进行了趣味
互动遥据悉袁祝融号数字人是中国火
星探测工程联合百度发布的全球首
个火星车数字人袁 它基于 AI 技术袁
通过百度智能云实现了火星车与现
场观众面对面聊天遥

李彦宏表示袁AI 无疑将会影响
未来 40 年人类发展的进程袁 在交
通尧金融尧工业尧能源尧媒体等各个行
业袁AI 技术的应用都给出了行业数
字化升级的新思路和新解法袁 甚至
已经开始重塑整个行业的面貌袁进
而影响人类社会的未来遥

野AI 技术不但能上天袁还能进
驻百姓生活遥冶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袁 腾讯将
和国家天文台共同发布 野探星计
划冶袁 利用上海优图实验室的 AI 技
术寻找脉冲星袁探索宇宙遥 另外袁已
经有上海的专业制造企业把腾讯的
AI 技术用于质检环节袁降本增效遥

另外袁AI 技术在制造业发展带

来颠覆性变革遥 野数
字化的建设让我们
能够实现一个全线
覆盖的无人操作袁
给生产精度尧 质量
和效率都带来了颠
覆性的变化遥 冶格力
电器董事长兼总裁
董明珠表示袁 格力
电器智能化转型袁
使得企业从过去 10
万人只做 800 亿元
的产值袁 到今天实
现 2000 亿元的产
值只需要 8 万人遥

硬科技提高 AI
产业韧性

算法模型尧数
据尧芯片尧数据安全
等关键 技术是 AI
技术进一步发展的
重要支撑遥 记者了
解到袁华为尧燧原等
科技公司借助世界
人工智能大会平台
进行产品发布袁推
动 AI 产业平台级应用快速迭代遥

野大胆运用技术手段袁改变 AI
应用开发模式袁 突破 AI 普惠瓶颈袁
技术要扎到根袁根深才能叶茂遥 冶华
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表示袁 我们应
大力发展野根冶技术袁尤其是处理器尧
AI 计算框架等技术袁 增强 AI 技术
产业的发展韧性遥

为了支持新的开发模式袁华为
联合合作伙伴推出名称叫野盘古系
列冶预训练大模型遥 记者了解到袁盘
古大模型核心为预训练大模型袁基
于大量数据袁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将
这些数据分布和特征整合在一个
具有巨大参数量的神经网络之中袁
打造一个超大规模参数尧超高精度
的预训练大模型遥 通过与行业知识

进行结合袁盘古大模型能快速实现
不同场景适配袁加速 AI 行业应用遥

燧原科技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上首发第二代 AI 芯片 野邃思 2.0冶遥
此前袁燧原科技在 2019 年发布了中
国第一个 AI 训练芯片袁填补了国内
在相关领域的空白遥据悉袁经过全新
升级迭代后袁邃思 2.0 的计算能力尧
存储和带宽尧 互联能力较第一代训
练产品有了巨大提升袁 显著增强超
大规模的模型支持能力遥

此外袁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还发
布了世界级的 AI 重大应用场景袁主
要包括野数字治理 浦东引领冶尧临港
数字孪生城尧 人工智能开源平台尧
野数字伙伴计划冶 和嘉定未来出行遥

王春

我国自主研制成功
电子变压器测试仪

常州大学科研团队近期研制出由软件
算法尧硬件驱动尧智能治具构成的电子变压
器测试仪袁 实现测试频率 2MHz 到 5MHz
的技术突破袁 填补了国内高频段电子变压
器测试领域空白遥

这是国内唯一可测试 20 赫兹到 5 兆赫
兹宽频条件下电子变压器参数的测试仪袁
可在千兆网卡尧变压设备尧微型电机等应用
场景进行使用遥 目前袁 已申请发明专利 3
项袁 样机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科技成
果鉴定袁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遥

测试仪能够在 20Hz要5MHz 宽频带
范围内袁实现宽频条件下电子变压器性能
参数的高精度自动测试袁样机在四川长虹
器件科技有限公司尧常州瑞博电气有限公
司试用报告显示院 最快可达到 13ms 的测
量速度袁 且能保证测试的稳定性袁同要产
品的重复测试值一致性好袁大大提高了批
量测试效率袁 而且在高速测试的同时袁能
够保证测试的稳定性袁有效提高了生产效
率遥 莫琦

三项智能终端适老化
团体标准发布

6 月 29 日袁电信终端产业协会尧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
联合发布三项团体标准袁 初步拉起了以标准规范从小屏到大
屏的智能终端适老化设计技术围栏遥 有效减轻老年人使用智
能产品时野看不清尧听不清尧点不准冶的困扰袁改变老年人对智
能服务野不会用尧不敢用尧不想用冶的局面遥

这需要以技术标准为企业产品设计野定规矩冶袁从源头解
决智能产品适老化问题遥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终端实验室高级工程师邸志军
介绍袁叶移动终端适老化技术要求曳叶移动终端适老化测试方
法曳 规定了适用于老年人使用的手机产品适老化所应满足的
屏幕显示尧音频控制尧语音交互尧远程辅助尧应急应用等技术要
求和测试方法遥

野电视依然是中国家庭的客厅主角遥 冶中国电子技术标准
化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赵晓莺说袁野叶智能电视适老化设计技术
要求曳 规定了智能电视及类似产品在设计阶段应遵守的适老
化要求袁指导厂商开发和生产符合老年人使用需求的产品遥 冶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司长乔跃山透露袁 为持续做
好智能终端适老化工作袁 下一步将从建立健全智能终端产品
适老化标准体系尧 研究制定智能终端产品适老化水平评价体
系和鼓励企业按照适老化要求不断丰富适老化智能终端种类
三个方面继续发力遥 常胡军

AI深度引领城市数字化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