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长假期间，各地红色旅游景点人气旺。图为10月7日，参观者
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内通过多媒体互动装置了解党史。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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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21 年诺贝尔奖陆续揭
晓，中文互联网问答社区知乎同步推
出的“2021 诺贝尔奖巡礼”线上专题
也广受欢迎，这一活动的特色是邀请
医学、物理、化学、文学等各领域的知
乎答主，为公众进行今年诺贝尔奖的
科普与解读。

在 10 月 4 日公布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之前，就有知乎答主已经在
专题中成功预测到神经科学领域获
奖几率最大，并给出相应的专业解
释。另一位知乎答主则在物理学奖
相关话题下成功预测到意大利物理

学家乔治·帕里西将获殊荣。
诺贝尔奖在国内的关注度近年

来持续升高，诺奖预测这一高质量竞
猜也在各大平台成为网民热衷参与
的互动玩法。然而，知乎网友更为关
心的是，如何通俗地理解诺贝尔奖？
他们的科研成果对我们的生活和未
来带来怎样的影响？

科学不再遥不可及，而是成为大
众社交的必备话题。知乎答主、中科
院生物学博士李雷，就从“辣椒为啥
让人热，薄荷为啥让人觉得凉的角
度”，在“2021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授予温度和触觉受体的发现者，
如何通俗地理解这一成果？”这个问
题下，回答知乎网友们的提问，他写
道“我们吃辣椒，辣椒里面的辣椒素
可以引发人体的 TRPV1 来触动痛
觉，而这种痛觉还和温度有关，所以
就有了又热又痛的感觉了。”

此外，之前我国科学家突破二氧
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技术的重磅消息，
也让许多网友大胆猜测，是否有可能
获得此次诺贝尔奖？还有人提问“我
国该如何培养科学家，提高科研水
平，让许多小孩子们的梦想不再是当

明星，而是当科学家？”“你认为还有
哪些重要研究达到了诺贝尔奖的水
平？”

科学正在成为流行文化、网络文
化的一部分，各互联网平台，近年来
纷纷在科学普及领域持续发力。知
乎此前就发起过“致知计划之科学
季”，覆盖航空、物理、生物、医学、心
理学等专业性较强的硬核知识领域，
激励优质答主和网友互动，满足当前
大众对科学的好奇心，共同创造出具
有获得感的优质答案。

（沈淼）

神州信息发布金融机构数字化评估体系
近日，在TECH数字中国2021技术年会上，神州信息金融研究院发布

《神州信息金融机构数字化评估体系》(ITSDT)，赋能金融机构高质量数字
化发展。神州信息金融机构数字化评估体系是在央行《金融科技发展指
标》的基础上，融合自身三十年来上千个金融机构数字化服务经验，配合业
务、科技、合规专家咨询的支持，形成更具可量化、可落地特性的评价体系，
改变金融机构数字化缺乏评估体系、结果难以量化的现状，打造了有效工
具，助力数字化升级目标定位精准、路径规划明确、投入产出高效。

当前，金融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的同时，一些问题逐渐凸显：金融
行业缺乏统一的、有前瞻性的框架体系，金融机构自身数字化目标不明、路
径不清，各类参与主体尚未形成业务为导向的体系化的数字方案。因此，
建立金融机构数字化评估体系迫在眉睫。

神州信息金融机构数字化评估体系致力改变缺乏评估体系、结果难以
量化的现状，助力金融机构明确自身的数字化“在哪里”“去哪里”“ 怎么
去”的问题。 （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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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大数据绘出“十一”出行新风向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我
国
拥
有
诞
生
世
界
级

我
国
拥
有
诞
生
世
界
级AA II

自
动
驾
驶
企
业
的
土
壤

自
动
驾
驶
企
业
的
土
壤

□□

陈陈
杰杰

随着各场景下AI自动驾驶应用落地的加速，AI自动驾驶商
业化已曙光初显。

早在2016年，工信部就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技术路线
图，制定了发展目标和战略规划。国家级自动驾驶试验场相继落
地上海、北京、河北、江苏、长沙等各大城市。

一方面，自动驾驶的产业方向被不断看好。运输行业演化为
一种自动化、即时需求的服务，已经成为共识。作为汽车产业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技术与必然趋势，自动驾驶也吸引了各国政府不
断投入布局。但另一方面，自动驾驶行业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少乱
象，多种技术路线并存、各自为政，不同厂商对自动驾驶级别的标
准定义不同等。

对于自动驾驶企业来说，如何在剧烈变化的外部环境下寻求
良性发展，就成了首要挑战。尤其是经过资本繁荣期，行业内充
斥着大量初创企业和知名厂商，大家都在沿着各自的技术路径和
商业模式向前摸索。日前，AI自动驾驶公司毫末智行在其品牌
开放日上，公布其乘用车辅助驾驶行驶里程突破100万公里；
NOH智慧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将于10月正式发布；与阿里达摩院

“小蛮驴”达成合作，助力“小蛮驴”规模化量产……这些量产产品
落地最新成果背后，毫末智行以“数据智能”为核心的技术首次揭
开面纱。

“AI自动驾驶是一场持久战，2022年将是AI自动辅助驾驶商
业化分水岭之年。这场战役中，谁能率先落地从高速进入城市场
景，谁能快速实现规模化量产，谁就有机会赢到最后。”毫末智行
董事长张凯表示，到2022年底，毫末智行辅助驾驶系统将落地长
城汽车34款车型，约占其整体待上市车型80%，预计未来三年搭
载的乘用车总量超过100万台。

对于AI自动驾驶而言，规模超百万辆是一道门槛。有行业
人士表示，如果只有1万辆车或者只有10万辆车做出来的自动驾
驶，一定不会强过拥有100万辆车的自动驾驶能力，就是算法再
强也不能取代数据的不够。

“毫末智行最核心的技术点，就是如何让有价值的数据可持
续且高效的积累，这就是数据智能。”毫末智行CEO顾维灏判断，
谁能可持续的低成本且高效获取有价值数据，谁就有机会活到最
后胜利的那一天。

随着100万辅助驾驶公里行驶里程与测试数据的突破，毫末
智行也迎来了辅助驾驶系统的高速进阶。其备受业界关注的全
栈自研的NOH（智慧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即将发布，这一系统在
高速和城市快速路高精度地图覆盖的范围内，可以基于用户设定
的导航路线，实现从A点到B点的智慧领航辅助驾驶。

我国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自动驾驶汽车厂商遇到的技术挑战可能也是最大
的，当然，能得到的数据量也是最大的。而数据对于自动驾驶而言就是养料，能让AI
自动驾驶不断生长，养料的品质好坏决定了AI自动驾驶的生长高度。可以期待，未
来世界级的自动驾驶AI企业当中，我国本土企业应该不会缺席。

施耐德电气无锡工厂获“灯塔工厂”称号
近日，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2021年“灯塔工厂”名单，施耐德电气中国

无锡工厂凭借其数字化转型的卓越成就位列其中。同时，施耐德电气美国
莱克星顿工厂继2020年获评“灯塔工厂”后，今年又被评为可持续发展“灯
塔工厂”。目前，施耐德电气在全球已有4家“灯塔工厂”，包括此前获评的
法国勒沃德鲁伊工厂、印度尼西亚巴淡岛工厂，和美国莱克星顿工厂；墨西
哥蒙特雷工厂和中国武汉工厂则是“发展中的灯塔工厂”。作为施耐德电
气在中国的首家“灯塔工厂”，无锡工厂此次更是获评端到端“灯塔工厂”，
彰显其驱动价值链整体创新的独特优势。

“灯塔工厂”是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自2018年起从全球数千家工厂
中甄选出的“数字化制造”领先者，为制造企业运用数字化技术应对市场环
境变化、提升生产效率提供了重要借鉴。其中，端到端的“灯塔工厂”打通
了端到端价值链，其在供应网络对接、端到端产品开发、端到端规划、端到
端交付、客户对接等方面实现全流程创新，创造的价值远超实体工厂范畴。

（潘佳）

知乎答主教你如何通俗理解诺贝尔奖

科普时报讯（记者 陈杰）9月28
日，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科
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
委员会，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工商业
联合会共同主办的2021年中国创新方
法大赛北京赛区决赛在京举行。

2021 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由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技术部、天津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赛事工作已融
入“科创中国”品牌建设。本次北京
赛区决赛旨在充分发挥创新方法工
作在增强首都企业创新动力和激发
企业科技人才创新活力方面的积极

作用，展示交流创新方法重要实践成
果，培育创新方法应用团队。在北京
各个主承办单位和相关部门的支持
下，共征集到来自北京地区77家企业
的140项参赛项目，涉及汽车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
应业，医药制造业等行业；作品方向
包括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和新应
用等。

决赛过程中，各参赛团队以现场
路演和答辩的形式进行了项目展示，

比赛共分为4个分会场，由专家评审
委员会进行逐一评审。期间还召开
了创新方法促进企业发展研讨会。
通过激烈角逐，北京赛区最后共评选
出一等奖项目 14 个、二等奖项目 28
个、三等奖项目40个。

作为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专业赛
事之一，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是一项具
有导向性、示范性的面向企业科技工
作者和高校师生推广应用创新方法、
开展群众性创新实践的竞赛活动。
北京市科协从 2009 年开始注重培养
企业的创新创造能力，不断团结动员

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创新争先、自
立自强，将创新方法这一服务抓手做
大、做强、做实，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今年 3 月至 9 月，共举办了创新方法
培训13次，其中创新方法普及培训6
次、为期五天的创新方法深度培训 2
次、为期五天的中石油创新一级工程
师专项培训1次、为期三天的北京赛
区赛前培训 1 次、一对一项目辅导 3
场，累计服务了来自各类企业和高校
的研发人员、技术人员、一线工程师、
高校师生等800余人，150人通过一级
创新工程师认证考试。

2021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北京赛区收官

中移动完成5G终端动态多切片技术方案
近日，中国移动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完成了基于“5G终端切片中间件”

的5G终端动态多切片技术方案研发，并联合高通、MediaTek、展锐、三星电
子、vivo、OPPO、小米、中科创达等5G终端先行者产业联盟成员，在北京移
动5G网络环境下共同完成了“5G终端切片中间件”方案在5G智能手机和
5G模组上的端到端功能验证。

5G网络切片的落地将极大提升运营商的服务能力，为不同垂直行业、
不同客户、不同业务，提供相互隔离、功能可定制的网络服务。中国移动

“5G终端切片中间件”解决方案支持多操作系统、兼容多形态设备、适用多
业务场景，为 5G 网络切片的应用和推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终端能力保
障。不同芯片、不同厂家的智能手机、行业模组以及其他多形态行业终端，
只需集成适配中国移动“5G 终端切片中间件”，即可具备动态多切片能
力。5G终端切片用户即可获得量身定制的业务服务，观看到更高清的视
频，体验到更畅快的游戏，享受到更安全的数据保护。

中国移动完成 5G 终端动态多切片技术端到端功能验证，完全满足
3GPP标准的5G网络切片技术所有设计场景，提供了终端多切片能力的通
用解决方案，打通了5G网络切片商用的关键环节，标志着5G网络切片技
术已全面具备商用能力。 （亚妮）

我国三年内将实现建制村快递直接收投
10月9日是第52届世界邮政日，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在世界邮政日

的致辞中表示，将因地制宜推进快递“进村”，加快推进农村寄递物流体系
建设，建立差异化、渐进式进村标准，三年内实现建制村直接收投，对接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和产业强镇建设，打造更多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助力
乡村振兴。

马军胜表示，快递收投“最后一公里”基础薄弱、国际寄递物流体系建
设滞后、全面绿色转型任重道远、安全监管任务日益繁重，这些都需要引起
高度重视并千方百计一一破解。

据了解，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统筹网络业务布局，释放市场需求广阔
潜力。建强“主枢纽”，深度对接国家综合立体交通运输网络和物流枢纽等
规划，统筹布局区域性国际枢纽和全国性枢纽，打造一批“枢纽+关联产业”
快递经济区。打通“大动脉”，加快推广多式联运，升级公路运输能力，探索
试用无人驾驶，提升航空快递规模，破解高铁快递瓶颈。 （科文）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各类提升日常生活质量的小家电产
品广受消费者青睐，家电清洁电器产
品更是首当其冲。近日，奥维云网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清
洁电器全渠道零售规模达136亿元，
同比增长 40.2%，洗地机则成为推动
增长的核心。

作为家电市场成长最快的品类
之一，洗地机延续火爆态势。《2021
H1吸尘器市场总结报告》显示，今年
上半年洗地机市场零售额同比增长
1355.6%，零售量同比增长 1282.5%。
值得关注的是，继扫吸拖一体功能
后，自清洁洗地机强势崛起，市场占
比从2020年11.3%快速上升至今年7
月份的32.9%。

行业分析人士认为，目前 96.8%
的扫地机器人（含洗地机）具备拖地
功能，产品已经基本上完全普及。在
清扫需求被满足后，消费者更渴望真
正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半手工操作的
扫地机被集吸、扫、拖和自清洁功能
的智能洗地机取代已是明显趋势。

市场持续火爆，引发海内外玩家
不断加码。相比2020年，目前国内洗
地机品牌新增61家，数量高于其他品
类。在这一细分赛道上不仅有添可、
石头科技、必胜等大体量布局，更有

AIBOT等新贵品牌以黑马姿态崭露
头角。而行业技术主线悄然改变，给
专业品牌带来机会。来自口碑家电
网的调研数据显示，AIBOT 日前发
布的 A6 无线智能洗地机除了延续
吸、拖、洗三合一的优势,在吸力、清洁
能力、机身设计和续航能力上都做了
显著升级，凭借“一键活水自清洁系
统”受到国内用户的追捧。

除了 AIBOT 之外，专业品牌中
添可不断加码自清洁、石头科技力推
自清洁新品、必胜 3.0 版本升级自清
洁。随着行业阵营不断扩张，海尔、
美的、云鲸、追觅、莱克等加速跟进，
苏泊尔、九阳等也将洗地机作为新的
业务增长点。面对同质化竞争，研发
门槛更高的自清洁产品无疑将是这
些家电跨界企业、互联网品牌焕新升
级，掘金新赛道的选择。

对于消费者而言，拥有自清洁系
统的产品无疑更具优势，这一功能基
于家庭的清洁环境和使用习惯，能够
智能免拆洗，反复冲洗，真正解放双
手，精准有效解决抗菌与健康的用户
痛点，非常适合家庭使用。

智能洗地机市场爆发的背后，源
自于从“清洁”变为“自清洁”已经成
为当下中国家庭最紧迫的健康需
求。从2020年至今，添可、必胜、石头

科技、AIBOT 等品牌先后推出带自
清洁系统的洗地机和扫地机，在技术
上更为复杂的自清产品逐步淘汰单
一的清扫功能产品，已经是行业可预
见的发展趋势。

综合来看，目前自清洁产品尚处
于早期阶段，红利十分可观。伴随自
清洁概念引发“供需共振”，清洁电器
市场巨大的潜在空间被再次打开。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在新一轮厮杀
中，龙头品牌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有望进一步提升，而黑马品牌抓住结
构型机会，凭借优秀的性能和价格优
势，同样会获得品牌和销量的双丰
收。在这其中，与用户的自清洁需求
深度绑定，从“供应”走向“共赢”，无
疑是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新时期竞争
胜势的关键。 （金宁）

清 洁 电 器 市 场 用 户 需 求 持 续 升 级

在各地出行政策变化的背景
下，今年的国庆假期在平稳有序中
度过。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
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日，全国国
内旅游出游 5.15 亿人次，按可比口
径恢复至疫前同期的70.1%。

百度地图大数据显示，国庆假
期期间，全国高速平均拥堵里程较
去年下降三成，以短时间、近距离为
特点的省内游、近郊游备受国人青
睐，整体人口流动规模低于去年同
期水平。携程提供的数据报告显
示，今年国庆，受周边游热度进一步
提升、城市旅游品牌持续深化的影
响，区域旅游比以往更为火热。以
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成渝为代
表的都市经济圈旅游出行繁荣，选
择城市休闲、宅度假和周边深度游
的游客增多。

交通拥堵里程同比下降

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今年
10月1日至7日，全国预计共发送旅
客4.03亿人次，日均5750万人次，比
2019年同期日均下降33.9%，比2020
年同期日均下降7.5%。

有专项调查数据显示，49.1%的
游客选择省内跨市游，比去年提升
4.1 个百分点；88.3%的游客出游距
离在300公里以内；选择自驾出行游
客达到了 55.8%，比去年提升 10 个
百分点；游览城市周边乡村、郊区公
园的游客比例分别为28.9%、25.8%，
分别比去年提升4.6、5.7个百分点。

短途自驾游的增长，让拥堵成
为很多人今年十一游的“关键词”。
高德地图发布的《2021 国庆出行报
告》显示，相较于去年十一黄金周出

现的报复性出游，今年国庆假期全
国高速运行平稳，10月1日至5日全
国高速拥堵里程占比较去年同期下
降37%，较2019年同期上升6%。

百度地图节假日出行仪表盘统
计显示，9月30日至10月7日，全国
高速平均拥堵里程 1263.03km，较
2020年国庆假期下降31.2%，较2019
年国庆假期上升 40.6%。由于东部
较发达的经济与旅游资源，珠三角、
长三角和京津冀等地区部分假期期
间的高速路段拥堵压力较大，出游、
探亲等车流并行。

在交通枢纽人流热度方面，自9
月30日起，全国各地交通枢纽提前

进入繁忙运行阶段。据百度地图节
假日出行仪表盘数据显示，9 月 29
日至 10 月 7 日，全国热门交通枢纽
人流指数排行 TOP5 依次是：广州
南站、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广州白云
国际机场、杭州东站、深圳宝安国际
机场。中短途旅行的游客偏向于高
铁、火车出行，而跨省游、中长线旅
行的游客更偏向于耗时短的飞机。

“补偿式出游”需求强劲

从 多 家 OTA 发 布 的 数 据 来
看，不同于往年“十一”假期长线游
走热，今年受天气影响和局部疫情
变化，周边游和近郊游成为主流。

北京、上海、成都、广州、重庆、杭
州、深圳、西安、武汉、南京为国庆
期间排名前十的目的地。此外，除
自然风光类景区外，红色旅游、主
题游乐园等具有各类文化价值的
线路热度攀升。

在业内人士看来，今年“十一”
假期游客“补偿式出游”需求强劲，
而受疫情变化的影响，更多的游客
还是倾向于本地游、周边短途游。

而旅游市场的热度带动下，国
民消费热情势头强劲，北京、上海、
广州、成都等地成为假期国民最热
衷打卡的“购物天堂”。据百度地图
节假日出行仪表盘数据统计，9月29
日至10月7日，广州正佳广场、北京
荟聚购物中心、上海环球港、天津天
河城、成都IFS国际金融中心分别占
据全国热门购物中心前五位，人流
指数较平日翻倍增长。

国庆假期的人口流动，一定程
度上也反映出各大城市的吸引力。
来自百度地图迁徙大数据平台显
示，10 月 1 日全国人口迁徙规模日
达到峰值，热门迁入和迁出地主要
集中在以北京为首的京津冀地区、
以上海为首的长三角地区、以广州
为首的珠三角地区和以成都为首的
成渝地区。相较于去年，今年的人
口迁徙规模整体较低，且受错峰返
程影响，全国迁徙高峰仅出现在国
庆首日，整体热度较去年有所下降。

随着国内经济复苏态势持续向
好，刚性的商旅出行需求依然是一
些旅游企业的重要业绩支撑，纵使
今年接下来已经没有法定假期，商
旅市场依然值得期待。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