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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上海清澈家庭服务部遗失公章、

法人章、财务章、发票章，特此声明作

废。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曹路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
上海花木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
上海联明投资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海港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深长城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陆洋经济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周康房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天歌置业有限公司
金大元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永圣房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玉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东升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紫竹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彩虹房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佳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康桥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宏士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祝桥新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陆家嘴滨江金融城
上海华虹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地产保障住房投资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浦程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富成房地产有限公司
天健置业（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张江房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陆家嘴新辰临壹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中建申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振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中建八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御雄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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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浦东新区房地产开发企业诚信承诺先进企业

评选活动现已进入公示阶段。此次评选活动由浦东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浦东新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浦东新区

房地产业协会共同组织实施，并得到了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

委员会和市房地产行业协会的关心与指导。在房产开发企

业自愿申报，切实履行八项承诺的前提下，经实地检查初选

出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37家诚信先进候选企业。本着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现将候选企业名单公示7天，欢迎社

会各方共同监督。

浦东新区房地产开发企业诚信建设办公室
地 址：浦东新区金海路1000号16号楼502A室
电 话：58218650
联系人：龚燕青

浦东新区房地产开发企业诚信建设办公室
2020年1月8日

2019年度浦东新区房地产开发企业诚信承诺先进企业名单（候选）（排列不分先后）

由本报和唐镇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祖国之恋》诗歌征文评选近日揭晓。本次征文共收到上海、北京、江苏、辽宁、新疆、贵

州等省市来稿300多首，经评选，15首诗歌获“优秀作品奖”，获奖证书与奖金将于近期寄出。获奖作品如下：

《祖国之恋》诗歌征文评选揭晓

母亲站起来了（张荣权）

祖国在我心中（杨丽丽）

绘一幅大美中国画（周铁钧）

我的祖国有五彩的颜色（冷燃）

今天，我再次热泪盈眶（费平）

祖国母亲的声音（徐惠杰）

与祖国同行（何亚兵）

啊！可爱的祖国，让我亲亲你（许登彦）

天安门广场观升旗仪式（周维强）

我是一块诚实的土地（李小军）

路（王福友）

新城市的缩影（郦帼瑛）

有她·有爱·有家（王小莉）

我为唐镇写首诗（严志明）

滴水湖畔鲜花香（赵浩皓）

年底5G网络覆盖所有地级市 将开展跨行业大数据应用

2020，智能经济将按下“快进键”

■新华社记者 谭晶晶

2020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

（CES）将于 7日正式开幕，来自 16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约4500家企业将参展。

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技术产业盛会

之一，始于 1967年的CES已成为科技领

域的开年重头戏，被看作国际消费电子

领域的“风向标”。记者在媒体预展期间

观察发现，今年展会有三大看点：渗透各

行业的人工智能新应用、数字健康新科

技和炫目的屏显技术。

人工智能来势凶猛

“消费科技领域正在发生什么？万

物互联。但万物互联本身的含义已经发

生了变化，从‘万物互联’演变为‘万物智

能’。”5日，展会主办方、美国消费技术协

会的市场研究副总裁史蒂夫·凯尼格在

年度技术趋势发布中，将人工智能列为

未来十年的重头戏。

“人工智能”本身，早已不是新词，但

近年来一直是CES上当仁不让的焦点。

正如美国消费技术协会主席加里·夏皮

罗所说，人工智能不仅是展会的“明星”，

也是引领其他技术变革的核心要素。

据了解，与去年相比，今年CES上来

自人工智能领域的参展商增加了30%，展

位面积也增加了25%，足以体现各行业对

人工智能发展的高度重视。

今年展会上，人们将看到来自各国、

各行业的“人工智能秀”：可穿戴设备、机

器人、人车交互技术、增强现实眼镜、智

能美妆仪、各类人工语音助手……

例如，在电动车领域，人工智能将助

力打造更愉悦的驾乘体验：超大共享全屏

驾驶界面、3D车载娱乐系统、智能语音助

手……在5日的媒体发布会上，中国电动

车企业拜腾展示了驾驶界面的48英寸超

大共享全屏以及如何利用眼动追踪技术

把驾驶员需要的最重要信息展示其上。

在智能家居方面，人工智能也大显

身手。今年展会上将涌现五花八门的智

能家居产品，包括根据冰箱库存生成购

物清单的厨房设备，根据烹饪原料自动

设温的智能烤箱，通过感应温度湿度和

人体情绪来调节香薰的加湿器……

智慧农场也将成为集中展示人工智

能的一个新场景。年度技术趋势发布会

上展示的照片显示，在无人机及各种联

网的感应器监测下，农场人员足不出户，

只需轻触按钮，就能实现精准灌溉，遥控

指挥机器人施肥、除草。

数字健康新科技增长迅速

健康领域是近年来CES上增长最快

的一个类别。今年共有 145家健康领域

企业参展，比去年增加了25%。纵观近年

来众多医疗健康产品加载的创新技术，

不再是简单的测血压心率，智能化、远程

化、个性化成为主要亮点。

夏皮罗说，随着数字医疗技术、可穿

戴设备、远程诊疗和监控等技术的发展，

本届展会上将看到数字健康领域的新科

技帮助解决一些现实难题，比如阿片类

药物依赖、精神疾病和慢性病等。

在5日的媒体预展上，除了各类可实

时监测健康或健身数据的产品外，记者

还看到一些“黑科技”：缓解鼻窦疼痛的

微电流按摩仪，能在家完成验光、配镜流

程的智能设备，可以快速平复紧张情绪

的腕带，婴儿睡眠、呼吸和运动监控仪，

帮助调整睡姿的止鼾枕……

今年CES期间还将举行多场数字健

康议题的论坛和主旨演讲，医疗健康领

域的专家、企业将交流和分享更多经验

和趋势。

屏显新技术炫目吸睛

在近几年的CES上，新型大屏幕电

视一直“大出风头”。今年的展会上，可

以继续感受屏显新技术带来的惊奇。

4.6毫米超薄机身、“无缝贴墙”的有

机发光二极管（OLED）壁纸设计……5日，

中国企业创维在媒体预展首日发布的一款

自发光壁纸电视，吸引了不少眼球。利用

OLED屏幕自发光、柔性等特点，屏幕厚度

被大幅压缩，如壁纸般“贴”在墙上。

此外，三星的首款无边框 8K电视以

及LG带来的可卷曲电视，也将让习惯了

常规屏幕的观众眼前一亮。不过，有业

内人士表示，8K电视目前存在定价较高

和内容匮乏等问题，要想进入寻常百姓

家尚需时日。

（新华社美国拉斯维加斯1月6日电）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无人驾驶在国内多地上路测试，智能

商街拥有越来越高的人气，智慧城市让生

活高效便捷……随着5G商用，人工智能得

到大范围应用普及，智能经济成为新热点。

工信部提出，力争2020年底实现全国

所有地级市 5G网络覆盖。业内专家普遍

认为，网络优化升级将推动智能经济快速

崛起，智能社会大幕正在拉开。

智能经济加速起步

自动避让行人或障碍物，虚线变道超

车……在湖南长沙部分街区，这些过去需

要司机小心驾驶的“动作”，如今一辆辆智

能网联汽车便能完成。不久前，百度自动

驾驶出租车在长沙部分测试路段试运营。

北京也开启了首批自动驾驶载人载物测

试。无人驾驶车辆在越来越多的城市道路

上奔驰。

车更加智能，路也愈发聪明。如今，很

多城市都将基础设施信息化升级，通过大

数据指导、智能传感分析等探索建设智能

交通。研究数据表明，仅智能信号控制可

让交通延误时间减少20%以上。

随着网络基础优化升级，人工智能应

用场景加快拓展，应用范围迅速推开。在

北京王府井，京东数科打造的“智能商业街

操作系统”有望实现安防、引流等智能管

控；在河北雄安，苏宁与商铺联合打造零售

云门店，让选址、物流、服务等全链条智能

化；在无锡、武汉、贵阳等地，信息技术加快

运营到教育、医疗、安防等领域，智慧城市

从整体谋划向全面建设转变。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

2020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成为新的重要

经济增长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成为改善

民生的新途径。人工智能带动相关产业规

模超过 1万亿元。截至 2019年 6月，我国

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1200家。

“数字经济已进入以人工智能为核心

驱动力的智能经济新阶段。”百度创始人李

彦宏认为，信息技术的加快升级推动各行

业快速实现智能化。数据驱动、人机协同、

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逐渐

形成。

5G注入更多想象

高速泛在的 5G网络让越来越多的设

备在无屏、移动、远程状态下使用。5G像

一个催化剂，推动智能经济加快衍生与发

展。

用理性的数据代替感性的经验，更广

泛的领域将实现智能管理与决策。

智能技术与机场运营将发生怎样的

“化学反应”？京东数科给出了答案。在大

兴国际机场，京东数科用大数据提升自助

值机、行李托运、商业服务等效率，并探索

将停车场内数百个摄像头和数千个车位

“时空互联”，有望实现智能引导和自动缴

费。

京东数科首席数据科学家郑宇说，5G
网络不断完善，将支撑公共安全、智能交

通、智能能源等各类垂直应用，构建智能城

市的开放生态。

用精准便捷的服务代替传统模式，社

会生活因技术更有温度。

输入公司地址和通勤时间就能自动弹

出相应房源；起床后家电自动运行，到家前

灯光智能点亮……不久前，自如发布智能

升级计划，CEO熊林表示，将用技术为年

轻人提供更温暖的生活方式。

利用地图推送和大数据分析，截至

2020 年 1 月 1 日，头条寻人共找到 12228
人，最快的一次寻找过程不到60秒。人脸

识别、智能硬件等大范围应用，让网络平台

有能力追求更大规模的公益。

“5G时代，智能技术将以更小的颗粒

度重塑现实世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

院长王志勤说，高速优质的网络为智能经

济提供了沃土。预计2020至2025年，我国

5G商用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达 10.6万

亿元，间接拉动的经济总产出约 24.8万亿

元。

用好数据创造价值

智能时代，数据不再是简单的排列。

它可以影响出行、购物、社交，更代表着无

数可能和全新的世界。

有分析认为，到2020年，将有超过500
亿台机器、设备进行互联，超过 2000亿个

联网传感器产生海量数据。数据将带来更

大的“魔力”，如何科学、高效利用数据，对

产业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让数据更好“流动”起来。“数据之大，

在于融通。”王志勤说，当前，我国数据资源

开放共享程度仍较低。数据质量不高，数

据资源流通不畅。充分挖掘数据潜力，首

先就是打破使用障碍。

工信部提出，将推进行业数据资源的

采集、整合、共享和利用，创新合作模式，支

持电信、互联网、工业等领域率先开展跨行

业的大数据应用，以智慧城市建设为抓手，

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推动融合发展。

让应用回归价值本身。把数据用好，

就是要让数据为经济提质增效、民生改善

带来更多可能。成立平台向生态企业共享

资源、通过算法推动普惠价值观、利用信息

技术助力脱贫攻坚……推动科技向善成为

当前业界呼声与产业发展方向。

“智能技术正渗透到各个领域，需要建

立规范和回馈机制。”腾讯研究院秘书长张

钦坤认为，智能经济的发展需要各方投入

与监督。一方面，加强对AI换脸等深度伪

造技术的防范，从源头遏制流量造假等行

为，另一方面，要始终把需求放在核心位

置，从体制机制上保障信息安全，保护民众

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聚焦2020年美国消费电子展

人工智能新应用渗透各行业

1月5日，在CES会场，人们体验一款太阳能电动助力三轮车。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