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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子女教育，安放布
控、城市大脑，自动驾驶、医疗影
像……当下， 人工智能正快速渗
入到生产、生活、工作、娱乐的方
方面面，给人们带来全新体验。日
前，本市出台的《加快科技创新培
育人工智能产业的指导意见》明
确了北京人工智能发展时间表，
到2020年， 新一代人工智能总体
技术和应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部分关键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 并形成若干重大原创基础理
论和前沿技术标志性成果。

“人脸+步态” 双识别
技术将用在安防领域

日前， 由市科委组织北京人
工智能领域企业代表、 院校专家
对本市新出台的高精尖产业意见
举办解读会。 一家叫银河水滴的
公司展示了最新研发的 “步态识
别” 技术， 或将在安防反恐领域
弥补人脸识别等技术的缺憾。

对于步态识别的解释， 请你
先随演示人员一起进入一部谍战
电影片段： 一位计算机高手正在
试图通过重重门禁， 可是他在顺
利通过了指纹解锁、 三重物理旋
转密码锁破解后 ， 却没能战胜
“步 态 识 别 锁 ” 的 终 极 挑 战 。
“通过双模式识别可最大化辨识
可疑人员。” 银河水滴首席市场
官苑丽萍进一步演示， 一段录像
中， 一名戴帽子的嫌疑人脸部特
征模糊， 但走步姿态却被清晰记
录。 如果将此种姿态对照步态大
数据库， 就能确定此名嫌疑人的
身份。

据介绍， 全视角步态识别在
超高清摄像头下， 识别距离可达
50米， 而且无需识别对象主动配
合参与。 因此， 利用 “人脸+步
态” 双模式识别， 可最大化地辨
识可疑人员， 提高安全等级， 也
可以在公交领域应用， 实现安防
布控、 无卡出行、 人群密度、 超
流量预警等。

苑丽萍介绍， 目前该项目已

经实现落地， 但数量很少。 公司
已经和有关部门之间建立起有效
沟通， 只是将该项技术大规模应
用于安防领域还需要一段时间的
积累， 其中， 敏感人群步态数据
库的积累最为关键。 而此次本市
出台的 《北京市加快科技创新培
育人工智能产业的指导意见》 犹
如为他们注入了 “强心剂”， 指
导意见从政策角度指出， 要针对
人工智能的薄弱环节加强系统部
署。 有了完善的数据库， 步态识
别就能更好地找到比对依据， 在
安防领域发挥作用。

人工智能企业达400家
数量居全国首位

目前， 北京已经成为人工智
能企业聚集最多的城市 。 截至
2017年9月， 北京拥有人工智能
企业近400家， 居全国首位； 全
国近400家人工智能创业公司中，
北京有近160家， 涌现了寒武纪
科技、 地平线机器人等一批创新
型骨干企业， 增长势头迅猛。

同时， 北京地区投融资规模
位居全国首位。 2017年1月至9月，
在人工智能领域北京有51个项目
获得投资 ， 投资总额约102.4亿
元，占同期全国投资额的50.9%。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 中科院自动化所
等全国过半数人工智能骨干研究
单位都聚集在北京， 拥有模式识
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智能技术与
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深度学习
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等10
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与会的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
生导师田永鸿曾表示， 北京的人
才基础、 研究基础以及很强的产
业基地， 都是孵化一批先进人工

智能公司的土壤。

到2020年将成为北京
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

《指导意见 》 提出 ， 到2020
年， 新一代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
应用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要培
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
能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人工智
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显
著增强， 成为本市新的重要经济
增长点。

在人 工 智 能 融 合 应 用 中 ，
《指导意见》 提出推进传统产业
智能化升级， 在制造、 农业、 物
流、 金融、 军民融合等重点行业
和领域开展示范应用， 同时构建
智能宜居社会 ， 围绕教育 、 医
疗、 养老等民生需求。

田永鸿曾参与该 《指导意
见》 的撰写， 他认为， “产业”
二字是整份 《指导意见》 的亮点
所在。 《指导意见》 提出， 2020
年， 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支撑能力要显著增强， 成为北京
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 要打造人
工智能产业集群， 优化人工智能
产业布局。 北京作为我国的科技
创新中心， 具有引领作用。 这些
都将使北京的发展模式， 与国际
上 “以产业为驱动推动人工智能
领域” 的发展模式相契合。

田永鸿还表示， 2017年7月，
国务院印发了 《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的通知》， 把人工智能
上升为国家战略。 发展规划出台
后， 安徽、 浙江、 上海陆续出台
政策， 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产业。
这对北京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怎么留住现有企业和人才， 让研
究成果能落地开发， 指导意见的
出台非常有必要。

□本报记者 孙艳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闻江 李朋超/摄

“叔叔阿姨， 欢迎你们来我
们学校，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知
识和温暖。” 几天前， 云南省彝
良县木龙小学五年级学生用质朴
的语言， 向千里而来的中建二局
三公司西北分公司志愿者表达了
感激之情。

前几天， 西北分公司志愿者
辗转千里， 来到云南彝良县木龙
小学， 开展 “知识启迪梦想 书
香浸润童年” 爱心捐赠活动， 在
寒冬时节为大山深处的留守儿童
们送去了图书 、 热水器 、 保温
杯、 乒乓球案、 科技制作等价值
1.4万余元的新年礼物 。 看到这
些礼物， 孩子们欣喜不已， 有的
迫不及待地捧起书本开始翻阅；
有 的 聚 集 在 一 起 打 起 了 乒 乓
球 ； 有的则拉着 “叔叔阿姨 ”
拍照留念。

捐赠仪式上， 分公司还特别
设立了4000元的 “筑梦计划” 奖
学金。 木龙小学副校长向分公司
赠送了 “爱心支教 薪火相传 ”
的锦旗， 对分公司的善举表示感
谢。 当天， 志愿者还与孩子们共
同举行了联欢会， 进行了 “你画
我猜” 等趣味游戏， 并欣赏了各
年级学生自编自演的歌曲 、 舞
蹈、 朗诵等精彩节目。

2017年9月 ， 西北分公司陕
西大剧院项目青年员工冯恩迪接
过公司 “筑梦计划” 接力棒第五
棒， 前往彝良县木龙小学进行爱
心支教。 而木龙小学留守儿童居
多， 学生长期缺少课外书籍和学
习用品、 学校则缺乏授课用的体

育用品。
为了进一步支援贫困地区教

学工作， 分公司通过与木龙小学
多次沟通， 充分了解了学校师生
的现实需求， 确保捐赠的物品能
够 最 大 限 度 地 解 决 教 学 资 源
紧张的问题， 为此， 分公司党委
发起了 “知识启迪梦想 书香浸
润童年”， 向木龙小学捐赠图书
的倡议， 得到了分公司员工的积
极响应。

据统计， 分公司共为木龙小
学捐赠图书140余本， 包括科普
读物、 人文杂志、 诗歌散文、 童
话故事等类型。 此外， 在支教老
师冯恩迪的介绍下， 不少社会爱
心人士慷慨解囊， 为学生捐赠了
价值1.8万余元的文具、 羽绒服、
手套等物品， 改善他们的学习生
活状况。

据悉， “筑梦计划” 是中建
二局三公司长期坚持的一项回馈
社会 、 奉献爱心的公益品牌活
动。 2014年3月， 公司员工李莹
自发前往云南省彝良县双河小学
开展义务支教。 2015年5月， 公
司正式启动 “筑梦计划 ” ———
“支教山区 爱心接力 助力未来”
大型公益工程。 经过严格选拔，
先后有5名青年志愿者接过爱心
接力棒， 成为支教乡村小学的老
师。 期间， 公司先后组织了4次
大型公益募捐活动， 为孩子们送
去了700余册图书以及价值40万
余元的教学生活物资， 累计服务
留守儿童500余人， 实现了通过
教育助力精准扶贫。

中建二局三公司

“筑梦计划”情暖山区学生

1月5日， 海淀区西三旗街道、 海淀城管执法监察局联合公安、 消
防、 安监等职能部门， 对祥龙集团第七运输分公司彩钢房进行拆除。
行动共出动人员80人次， 车辆7车次， 拆除违法建筑10处2580平方米。
下一步， 西三旗街道将继续强化违法建设的动态监测， 坚持科学拆违
的工作模式， 运用 “自拆、 助拆、 强拆” 的工作方法， 消除地区安全
隐患， 为西三旗居民营造优美、 安全的城市环境。

本报记者 白莹 彭程 摄影报道

2020年将达世界先进水平

海淀新年首拆 消除安全隐患

人工智能将成北京新的经济增长点

北京郊区“毛毛雪”并不算“初雪”
本市已７７天无有效降水 专家：形成降雪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７日凌晨至清早， 北京市远
郊区房山、 延庆均有少量降雪，
然而， 郊区的 “毛毛雪” 并未达
到气象学的 “初雪标准”。 北京
南郊观象台监测显示 ， 自 ２０１７
年 １０月 ２３日至 ２０１８年 １月 ７日 ，
北 京 已 经 连 续 ７７天 未 出 现 有
效降水。

近日， 全国２０多个省份接连
出现降雪， 缘何偏偏绕过北京？
专家称， 冷空气、 充足水汽、 气
象条件是降雪的三个要素， 而北
京只有 “冷空气”。

气象部门称， ６日夜间 ， 动
力条件配合近地层的水汽， 出现
了有利于降雪的条件。 ７日清晨，
新浪微博上的 “房山蒲洼降雪视
频” 给苦苦盼雪的北京市民一些
慰藉， ２时至８时， 房山蒲洼累积
降水０．６毫米， 为北京全市最大。
此外， 位于北京西北部的延庆区
也有少量降雪。

然而 ， 仅是郊区的 “毛毛

雪” 并不满足 “初雪标准”。
按照 《北京地区初雪日定

义》，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首个
降雪日为 “初雪日”： 北京全市
２０个人工站中多于１０个站点观测
到有降雪现象； 城区５站 （朝阳、
海淀、 丰台、 石景山、 观象台）
均观测到有降雪现象； 城区５站
中的３个或以上站点观测到有降
雪现象， 且至少１个站降雪量大
于等于０．１毫米。

北京市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
施洪波说， 形成降雪需要具备三
个条件： 降水的气象系统、 较充
足的水汽和冷空气。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以来， 京津冀地
区只有 “冷空气” 这一个条件，
也就是北风强劲 ， 但水汽条件
差， 属于 “干冷型”， 有些日子
空气湿度不超过３０％， 形成降雪
的气象条件也不充足。

２日以来， 我国中东部地区
出现大范围雨雪天气， 但降雪避

开了京津。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

说， 中东部地区大雪的原因， 是
来自孟加拉湾地区的暖湿气流非
常强盛。 暖湿气流自西南进入中
国， 与北方南下的弱冷空气在西
北地区东部、 华北南部、 黄淮、
江淮 、 江汉等地交汇 ， 持续湿
冷， 促使大范围雨雪形成。

专家指出， 交汇点偏南， 暖
湿气流还没到北方， 就遇到了冷
空气， 雪就没降在北方。

迟迟不下雪， 有什么不利之
处？ 气象专家指出， 一是冬季长
期无有效降水会导致土壤湿度下
降， 不利于开春的农业生产， 易
造成旱情； 二是空气干燥， 助长
流感的传播。

施洪波说， 从气候平均资料
来看， 常年同期北京入冬以来的
第一场雪出现在１１月２９日， 而这
个冬天， 北京初雪还未到。

(新 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