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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向炎涛

从打车软件起步，成立仅8年的滴
滴出行快速成长为大型一站式出行服
务平台，折射出我国互联网经济新业
态的旺盛活力。

目前，滴滴已逐步发展出网约车、
快的新出租、代驾、共享单车、加油充
电等多元化服务，全球用户达5.5亿人，
年运送乘客超过100亿人次，年活跃司
机超千万人，全平台峰值日服务突破
6000万次。

眼下，滴滴正充分利用我国在一些
领域的先进技术和坚实的产业基础，适
应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与技术变革趋
势，让交通出行更便捷、更舒适、更绿
色。

滴滴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引领主要体
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线上化。8年前，人

们打车主要依赖于在路边扬招，而随着
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创业环境改善，以
及滴滴不断提高服务体验和安全水平，
如今乘客都习惯了手机下单、司机也习
惯了线上接单。在滴滴的努力下，未来
还会有更多出行场景实现线上化。二是
电动化。电动汽车相比汽油车，能耗成
本较低，广受网约车司机欢迎。目前，滴
滴平台已经接入100多万辆电动汽车，
今后规模和占比还会持续增加。三是共
享化。共享交通有利于高效利用资源、
缓解城市拥堵、实现交通可持续发展。
如同共享单车一样，电单车、摩托车、汽
车今后都将加快共享脚步。目前，滴滴
正与车企合作，围绕“共享”的特点，设计
能够快速迭代的车型。四是智能化。通
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目前滴滴网
约车平台对10分钟后某区域用车需求
的预测准确率已经提升到85%以上，平

台可以据此提前调度车辆、满足更多需
求。除智慧调度之外，滴滴也在智能驾
驶领域持续研发、加强投入。今年6月
份，滴滴首次面向公众开放自动驾驶服
务。今后，智能驾驶将是滴滴十分重要
的战略发展方向。

从海外市场来看，经济全球化仍是
大势所趋。即便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
大流行，滴滴仍旧克服困难在俄罗斯、秘
鲁等地新开通了服务。目前，滴滴已在
巴西、墨西哥等10个国家开展服务，海
外注册司机累计已超过200万人。

根据滴滴平台统计，2019年平台
在国内创造了近1360万个灵活就业机
会，其中包括网约车司机、代驾、单车
运维人员等760多万个就业机会，以及
上下游产业链中的汽车生产、销售、加
油及维保等近 600万个就业机会。在
滴滴司机队伍中，有 21%是家庭唯一

收入来源，社会效益显著。今年，滴滴
平台吸纳灵活就业人员已超 150 万。
近期，滴滴还投入2亿元专项资金用于
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并牵头成立了新
经济就业促进联盟，预计全年可新增
300万个灵活就业岗位。

不同于快递、物流行业，出行服务承
运的是人、是生命，必须把安全摆在第一
位。这两年，滴滴为提升安全水平，先后
采取了加强司机资质审核、推荐乘客设立
紧急联系人、车内录音录像、为车辆加装
桔视车载智能设备、防止疲劳驾驶强制休
息等一系列措施，逐步打造起一套覆盖事
前事中事后环节的安全管控体系。

在新业态与传统业态如何融合发展
的问题上，下一阶段，滴滴将把与出租车
实现融合发展作为重点工作，在保障出
租车司机收入、提升出租车行业信息化
水平与服务水平等方面开展探索。

滴滴领航互联网出行
折射新经济新业态旺盛活力 本报记者 向炎涛

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数字政通”）成立于 2001
年，多年来，公司始终专注于网格化管
理模式在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领域的
应用和实践，致力于推动社会治理数字
化能力的不断提升。

网格化，其实就是将城市划分为若
干个地理分区，以区域为单位进行管
理，分区与分区相连，最终形成一张“网
络”，覆盖整个城市。基于这一概念，数
字政通建立了网上服务平台，将每个

“网格”中发现的城市管理问题细分，并
将解决步骤标准化，形成指挥手册，城
管部门按照指挥手册操作，形成部门联
动，快速处置城市治理问题。

据数字政通统计，城市管理模式网
格化之后，90%的城市问题都是由政府
部门主动发现的，群众上报、媒体曝光、
领导交办的占比不到10%。这说明网格
化管理模式促进了政府部门的主动作
为，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和运行效率。

要让政府部门主动发现问题，首先
需要将城市状况数据化，形成精确的数

字地图，通过利用城市中的摄像探头等
方式获取数据，并将数据传输到网格化
平台，从而及时发现问题、定位问题。
数据上传后，平台会自动受理问题，同
时把问题派遣给城管单位。问题解决
之后，城市管理监督中心还会对工作进
行考核，考核结果将与工作人员的工作
表现、职位晋升直接挂钩。

智慧建设过程中，除了城市管理这一
领域，环境保护、市场监管、安全监督等领
域也在建设网格化平台。目前，数字政通
在全国500多个城市建立了2000多个网
格化平台，每天提交的数据超过100万条。

如今，中国的科技巨头公司都在布
局城市大脑，相比之下，像数字政通这样
的公司有哪些优势呢？其实，如何针对
政府部门的问题调遣数据、分析数据，让
城市大脑“思考”起来——这正是数字政
通所擅长的。网格化是个庞大的系统，在
建设智慧城市上，需要进行观念和认识上
的统一，一步步推进智能化。当城市治理
的智能化得到有效提升和深化之后，就能
以此为参考，应用到其他领域的数字化和
智能化建设中去，让城市的各个方面逐步
达到越来越智能的状态。

让城市大脑“思考”起来
数字政通赋能智慧城市建设

本报记者 李乔宇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给经济带
来了巨大冲击。但与此同时，企业加
大了对各种在线业务的投入，我国经
济社会全面数字化转型已处于不可逆
转的大趋势中。在以新一代信息技术
为政企机构数字化转型赋能的众多上
市公司中，拓尔思凭借“语义智能”核
心技术主线带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行
业应用落地，在细分领域占据领先地
位，拥有独特优势。

拓尔思成立于 1993年，以软件起
家，2011年在创业板上市。从 1996年
起，公司始终保持盈利，2019年公司营
收近 10 亿元，为股东创造扣非净利
1.59亿元。

当前，拓尔思以“语义智能”为核
心技术的发展方向，致力于成为国内
语义智能技术的领导者。语义智能在
人工智能领域属于认知智能技术，而
大家所熟知的对语音、图像、视频等符
号数据的智能处理和分析则属于感知
智能范畴。感知智能解决从符号数据
到显性信息的发现和识别，用机器替

代人类的感觉器官；认知智能则注重
对信息及信息间的逻辑、关联、背景的
发掘，完成从信息到知识的推理、推断
过程，让机器更接近人类大脑的思
考。近年来，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
习算法在海量大数据和不断倍增的高
性能计算力支撑下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并取得惊人的突破。有专家预言，下
一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由知识驱
动的认知智能来引领，而语义智能居
于核心，语义智能的基础技术——自
然语言理解早就被业内誉为人工智能
皇冠上的明珠。未来，随着语义智能
的技术发展和应用普及，人工智能产
业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全社会数
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中发挥更关键、
更重大的赋能作用。

拓尔思深耕语义智能技术，上世
纪九十年代公司成立之初就专注于中
文全文检索技术的研发，是国内最早
推出全文检索系统并实现市场销售的
企业，并因此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
奖。全文检索系统在当年就是集中文
智能处理、自然语言理解、信息检索和
数据库管理等多项前沿技术为一体的

复合型产品。此后拓尔思在自然语言
理解和非结构数据处理等细分领域扎
根和成长，连续推出了企业搜索引擎、
垂直搜索引擎、融合多种语义智能功
能的文本挖掘引擎、以及非结构化内
容管理平台等软件产品。2011 年公
司登陆资本市场，曾被冠以“搜索引擎
技术第一股”和“大数据技术第一股”
的称谓，彰显出公司较为纯正的技术
研发基因和独具特色的核心技术方
向。

现在，围绕发展语义智能技术核
心主线，公司以“语义智能+”为业务发
展战略，把语义智能技术和重点行业
市场相结合，在创新的场景应用中、在
为客户赋能中实现技术的市场价值。

2019年以来，公司面向三大重点
板块研发产品和服务：内容安全和互
联网空间治理、数字政府和数据智能，
覆盖从党政机关到企事业单位的众多
行业市场。在内容安全和互联网空间
治理板块，公司主要服务于媒体融合、
内容审核、舆情分析以及版权维护等
领域；在数字政府板块，主要服务于政
府网站门户、政府大数据应用、专利大

数据平台和服务、智慧公检法等领域；
在数据智能板块，主要服务于金融智
能风控和风险预警、企业大数据营销
和智能客服、防务开源情报、科教知识
服务等细分领域。

在当前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
能技术所主导的时代，拓尔思已经突
破了传统软件业务的局限，公司在业
务模式和服务模式上不断寻求创新，
于数年前即投入自建大数据中心，拓
展在线数据智能服务。公司坚持强调
软件技术和数据资源的结合，强调软
件云化和在线数据服务的结合，强调
对数据智能应用场景的发掘和创造，
强调终端用户的超值体验和减负增
效，业务转型升级持续取得显著成
效。据公司财报披露，拓尔思 2019年
至2020年紧抓重点行业风口，在政府、
融媒、网信、金融、安全等主要市场获
得同频共振式的加速扩张，2019年和
2020年前三季度，公司扣非净利润分
别实现同比增长 221.28%和 69.79%，
未来更加令人期待。

拓尔思，做数字经济时代语义智
能的领航者。

拓尔思：做数字经济时代语义智能的领航者

本报记者 向炎涛

11 月 16 日 ，全 球 超 级 计 算 机
TOP500最新榜单在 SC20国际高性能
计算大会上正式公布，在全球浮点运算
性能最强的500台超级计算机中，联想
制造的超算入围 180台，在 TOP500超
算中占据36%的份额，蝉联全球高性能
计算提供商份额第一名。

在 TOP500榜单中，中国继续成为
全球部署顶尖超算最多的国家，500台
中有212台部署在中国内地，数量份额
超过 42%。包括联想在内的中国厂商
包揽了全球超算TOP500供应商的前三
名，总数达到297台，占TOP500的份额
超过 59%。由中国国家并行计算机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开发的神威-太湖之光
超级计算机集群以9.3亿亿次每秒浮点
运算能力（93PFLOPS）的认证算力位列
全球最强超算第4名。联想为德国莱布
尼茨超算中心设计建造的超算“Super⁃
MUC-NG”位列TOP500的第15名，认证

计算能力为1.9亿亿次每秒浮点运算能
力（19.476PFLOPs）。

与此同时，在第二届中国超级算力
大会（China SC 2020）上公布的中国超
级计算机 TOP100榜单中，中国最强的
10台超算中联想独占6台，联想以35台
的总成绩名列榜首，获得年度TOP100超
算数量总份额冠军，这是联想第6次荣登
中国第一，继续领跑中国超算。联想集团
在大会上同时获颁“中国大数据与智能计
算领军企业”称号，这是对联想在大数据
领域以及智能计算方面创新发展的肯定。

作为全球最大的HPC方案提供商，
在过去的20多年中，联想不仅建立起完
整的HPC产品生态，而且持续引领行业，
不断创新突破自身的产品与技术：依托

“全球化+本地化”战略布局，提供可以适
配NVIDIA和寒武纪GPU的服务器产品
组合，提供智能化的算力调度；在绿色节
能上，联想温水水冷技术“海神”通过减
少对空调和散热器的需求，可节约40%
以上的能耗成本。

联想再获全球TOP500、
中国TOP100超算供应商双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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