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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AI独角兽企业新技术硬核上线

云从科技活体相机全国首家通过国家检测

■本报记者 杨珍莹 实习生 朱屹迪

近日，云从科技自主研发的两款比

邻星系列红外活体相机以及核心算法，

正式通过金融行业的国家级权威性检测

机构——银行卡检测中心（以下简称

BCTC）的严格技术检测，获得 BCTC颁

发的测试通过报告。记者了解到，该系

列也是目前全国唯一过检BCTC的红外

双目相机，其活体检测性能达到金融支

付标准中的最高安全等级（增强级）。由

此，人脸识别技术在支付领域的安全应

用再上台阶。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发展越来

越快。作为人工智能核心算法领域的领

先者，云从科技的千万级人脸辨识通过率

可高达99%以上。这一被福布斯评为“中

国最具创新力企业”的AI独角兽领军企

业，正式落地张江人工智能岛还不足一个

月，便交出了一份促进人工智能新产品、

新方案落地的优秀成绩单。

资料显示，银行卡检测中心经中国人

民银行总行批准成立，作为一个独立的第

三方专业技术检测机构，该中心不仅是金

融行业专业的检测机构及国家级检测中

心，而且是国际支付卡标准化组织及中国

银联、万事达等国内外支付组织的国际检

测实验室，可为全球银行卡和电子支付产

业提供技术服务。

此次云从科技活体相机通过的报告

检测内容包括活体检测、人脸采集、人脸

处理等模块全方位、多角度的测试。在假

体识别最为复杂的三维头模场景下，比邻

星系列作为一款智能红外活体相机，获得

了令人惊讶的完美成绩：假体拒绝率

100%。

测试结果显示，在不同距离、不同光

线、不同人脸角度，比邻星相机不仅能够

有效防御二维静态纸质图像、二维静态非

纸质图像、二维静态电子图像、二维动态

图像，也能有效防御三维面具、三维头模、

不完整人脸图像等不同方式的假体攻击。

记者了解到，以此次过检的两款比邻

星系列相机为例，均是云从科技自主研发

技术，除了可集成在柜员机、购物机等自

助终端，还可内嵌于智能POS及刷脸支付

PAD。

在贡献技术力量的同时，作为《人脸

识别线下支付安全应用技术规范（试

行）》行业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云从科

技不断与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关系，提

升智慧识别及活体检测技术，并在软硬

件产品研发及关键核心算法领域不断深

耕。

目前，云从科技在金融、安防、交通、

零售、教育等领域均取得重大进展。该公

司表示，未来，将在保持行业领先地位的

基础上，力争让人工智能技术覆盖更多领

域和场景。而张江人工智能岛作为浦东

人工智能产业聚集发展的核心区域，揭幕

一年多来，已聚集大量人工智能产业企业

及上下游顶尖公司，有望实现更多硬核新

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近日，张

江企业华勤通讯印尼制造基地顺利

完成客户平板产品北美区域首批发

货。印尼制造基地在长期服务本土

需求的基础上，历经近 3 个月的项目

级整机转产，这是海外制造基地中首

个完全由华勤研发主导、自主生产的

全球项目，为后续其他客户全球生

产、全球运营的需求提供了非常有价

值的样本。

华勤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5 年，产品涵盖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笔记本电脑、服务器及 IoT 产品，

总部位于张江，在国内外均设有研发

中心、制造基地、运输中心和办事

处。截至今年 6 月，华勤知识产权申

请 3965 份，知识产权累计授权 2449
份。

今年 6 月，华勤南昌制造中心一

期产线建成并顺利投产，该制造中心

投入了高端制造、工业自动化、管理信

息系统等软硬件设备，向智能化、规模

化发展。同时，华勤紧抓产业全球化

发展趋势，同步扩大投资建设包括印

度、印尼等在内的全球生产基地，以满

足不同客户的全球运营需求，力争以

规模化生产推动智能终端产业集聚发

展。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近日，外高

桥集团股份下属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新

发展有限公司同英国 EDWARDS 公司

正式签署协议，EDWARDS中国区研发

中心项目落户外高桥新发展园区H10地

块。

英国EDWARDS公司隶属于瑞典阿

特拉斯科普柯集团，是真空产品和尾气处

理系统制造商，并为半导体、平板显示器、

LED和太阳能电池的制造提供真空和尾

气处理技术等增值服务，其产品广泛应用

于工业、医药、化工、科研、工艺、玻璃镀

膜、食品等行业。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分

析，EDWARDS公司在真空泵领域占据

了全球 24%的市场份额，销售额达到 15
亿美元。

EDWARDS 上海公司成立于 1998
年，主要从事真空泵系统制造和组装等

业务。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为了

更有效利用外高桥的物业资源，发挥保

税区综合优势，EDWARDS上海公司将

其产品制造板块转移至青岛，将外高桥

基地的功能定位于零配件仓储分拨中心

及产品培训中心，逐步发展成为营运总

部企业。

随着中国半导体行业的高速发展，产

品研发的需求也日渐迫切，在自贸区管委

会等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

EDWARDS公司决定将其中国首个研发

中心落户外高桥新发展园区 H10 地块

116号厂房。

记者了解到，英国 EDWARDS公司

在全球已有 5个研发中心，分布在英国、

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此次拟建的中

国区研发中心将是其在亚洲的第三个研

发中心，建筑规模约2700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日前，中国互

联网医药健康行业赴美上市第一股 111
集团发布了截至今年 6月 30日的第二季

度财务业绩报告。报告显示，该集团二季

度净收入 8.4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09.2%。同时，毛利率持续提升，毛利额

同比增长72%，环比增长26.5%。

值得关注的是，受政策利好因素的影

响，特别是处方外流以及后“4+7带量采

购”时代院外零售渠道地位的急剧上升，

在二季度，111集团通过科技赋能商业服

务大众模式（T2B2C）的价值进一步显

现。二季度集团服务药店数量达到19万

家，药店用户总订单量环比增长 36.6%，

同店净收入环比增长24.9%。

二季度该集团先后与同仁堂、哈药等知

名药企达成战略合作。截至6月30日，与

111集团建立直采战略合作关系的国内外知

名药企数量增至124家，环比增长26.5%。

此外，111集团通过云库存、品类管

理、扫码就诊、电子处方、云药师、金融等

服务为药店赋能，帮助药店加速库存周

转，提高运营效率，更好地服务用户。

111集团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长于

刚表示：“本季度净收入创造了公司上市

以来的最快增速，也是近四年以来的最快

增速，同时毛利额创历史新高。我们有信

心在第三季度和未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并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

按照集团规划，预计到2019年年底，

服务药店数将达 23万家，将占据全国近

50%的零售药店市场。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中国太保昨

日透露，旗下中国太保产险已成功签发了

第二届进博会首张主场搭建商展会责任

险保单，独家承保主场搭建商及主场承运

商在场馆搭建期间场地财产、雇主责任及

公众责任保险。

在为进博会主办方提供一揽子保险

保障方案基础上，中国太保产险不断推出

服务进博会的新举措、新模式，为参展商、

搭建商、物流服务商等相关方量身定制

“进博保”一站式保险服务。

据介绍，“进博保”的保障范围由围

绕主办方扩展至进博会的四大相关主体

和四大延伸领域，同时具有全覆盖、高保

障、易操作三大特点：一是风险保障全覆

盖。主场搭建商、主场承运商，特装搭建

商及参展商均可结合自身需求选择专属

的保险保障方案，保险期间贯穿第二届

进博会布展期、展览期以及撤展的全生

命周期；二是专项提供高保障。方案设

计突破了原有展会责任险的保险方案，

结合进博会场馆搭建的实际情况，量身

定制了高保障的展会责任险方案；三是

科技赋能易投保。针对第二届进博会参

展商和特装搭建商开发了线上投保系

统，全流程无纸化操作，投保后电子保单

及电子发票自动推送，简化了客户的投

保流程。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浦东金融科

技公司拍拍贷近日发布的二季度未经审

计的财务报告显示，今年二季度，平台撮

合额同比增长 28.9%至 216.11亿元，创下

历史单季新高。

加码助贷、机构资金的引入，被认为

是拍拍贷撮合额逆市上涨的原因。财报

显示，拍拍贷今年二季度通过机构资金合

作伙伴的撮合额占比从一季度的 30.9%
也增长至 44.8%。最新数据更显示，拍拍

贷今年 7月通过机构资金合作伙伴撮合

的借款金额占总撮合金额的比例超过五

成，达 53.2%，而 2018年四季度时这一数

据仅为 20.4%。可见，拍拍贷的助贷业务

正以每季度约10%的速度增长。

拍拍贷联席CEO章峰表示，目前，拍

拍贷有 20多个机构资金合作伙伴，二季

度机构资金合作伙伴的撮合金额贡献了

40.2%的经营收入，未来有信心继续推动

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促进国内市场的业务

增长。

财报显示，拍拍贷第二季度总营收达

15.62亿元，净利润达 6.61亿元。拍拍贷

预计，今年三季度的撮合额总量有望在

220亿元至 240亿元之间。同时，今年下

半年，由机构合作伙伴提供的借款撮合总

额将在320亿元至380亿元之间。

截至今年6月30日，拍拍贷的累计注

册用户数达 9902万人，其中累计借款用

户数达 1652.8 万人，累计出借用户数达

70.79 万人，二季度笔均借款额为 3029
元，平均借款期限为8.8个月。

本报讯（记者 王延 通讯员 陈君言

何海军）8月 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

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

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

定书》正式生效，新版东盟原产地证书也于

同日开签。当日，上海海关签出上海关区

首份新版东盟证书，该证书项下产品为过

硫酸盐，输往越南，货值4.88万美元。

统计显示，新政实施首日，上海关区共

签发新版东盟证书487份，签证金额为2927
万美元。由此估算，当日出口商品可享受进

口国关税减免约146万美元。

据悉，今年1月至7月，上海海关共签发中

国-东盟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7.5万份，货值

39.1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1.97%及1.77%。

EDWARDS中国区研发中心项目
落户外高桥

华勤通讯首个海外自主研发生产
项目顺利出货

第二届进博会
首张展会责任险保单签发

拍拍贷二季度撮合额创单季新高
机构资金占比近五成

111集团增长率创近四年新高
年底服务药店数将占全国总数一半

上海关区签发新版
东盟原产地证书

▲正式落地张江人工智能岛未

满一个月，云从科技便交出了

一份优秀的成绩单。

◀云从科技3D结构光活体检

测技术，主要运用在活体相机、

金融领域。

□云从科技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