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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引领厨电产业成套变革
本报讯 今年厨房电器增速放缓，业
内人士认为中国厨电市场的冬天已经到
来。但在极寒市场背景下，海尔旗下高端卡
萨帝成套厨电 1—5 月份实现 2 倍增速，给
下行的市场注入一针强心剂。
2018 年第一季度，传统厨电油烟机、
燃气灶、消毒柜等均出现下降，即使众多品
牌和渠道商举办了春季家装节，但仍没有
看到市场回暖迹象。2017 年以来，中怡康、
产业在线等家电行业权威机构都将智能
化、成套化作为厨电产业的主要发展趋势，
而当前能较好地以成套化、智能化满足用
户需求的企业不多，海尔是其中的佼佼者。
市场数据显示，
海尔成套厨电 6 月累计
零售增长 33%、卡萨帝高端成套厨电 1—5
月份更是实现同比 2 倍增速。可以说，海尔

厨电能在整体市场下行的背景下实现逆市
增长，靠的就是成套厨电给用户带来的体
验升级和背后的一站式购买、
服务体系。
海 尔 厨 电 ，在 结 合 斐 雪 派 克 、GE
Appliances 等全球优秀资源和中国用户烹
饪习惯的基础上，推出了成套厨电，迅速成
为市场潮流，满足了人们对于智慧、便捷厨
房体验的需求。实际上，海尔成套厨电能够
引领市场，其产品的成套互联只是冰山一
角，背后的“一站式”全流程服务也是提升
用户体验的关键，更是其他品牌难以效仿
的。从市场表现来看，海尔成套厨电依然成
为行业增长的引领者，这体现了海尔成套
厨电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理念，也彰显了
“人单合一”模式在物联网时代的价值。
（文 编）

加速“互联网+政务服务”
需要新数据思维

智能网联汽车呼唤中国方案
本报记者

徐恒

随着汽车的智能化、网联化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正在颠覆人们对传统汽车的驾驶体验，并引发了传统汽车技术体
系和产业格局的变革。与此同时，信息技术与传统汽车的深度融合，让实现数据融合、高速计算、智能决策、协同控制
能力的智能计算平台在汽车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何发展中国汽车智能计算平台，占据新一轮产业竞争主
动权已成为中国产业界关注的焦点。

智能网联汽车急需中国标准
智能网联汽车在中国发展前景广阔。
“从市场需求来看，我国面临着环保、城市拥
堵、交通事故频繁等诸多压力，国内对供给
端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大，智能网联汽车无论
在用户体验升级、出行服务与安全、汽车高
效共享方面都有巨大的需求。”中国工程院
院士李骏向记者坦言。
不过，中国的交通场景众多且相对复
杂，驾驶行为特点也与一些西方国家不
同，这就要求行驶在中国道路上的智能汽
车具备适应能力，也就是说中国需要中国
标准智能汽车。进一步讲，智能网联汽车
也涉及国家信息安全、数据安全、产业安
全等，因此从战略层面上讲，中国也必须
推动中国标准。
那么，什么是中国标准智能汽车？清华
大学智能网联汽车与交通研究中心主任李

克强在 2018 中国汽车智能计算平台大会上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首先要符合中国基础设
施标准，符合中国的道路基础设施标准、地
图数据标准、V2X 通信标准、交通法规等。
其次要符合中国联网运营标准，符合中国要
求的智能汽车准入、联网运营监管、信息安
全等相关标准。最后要符合中国新架构汽
车产品标准。符合中国标准的智能终端、通
信系统、云平台、网关、驾驶辅助系统、自动
驾驶系统等新架构汽车产品标准。
与此同时，李克强认为，中国标准智能
汽车产业化亟须五大基础平台协调发展。
这五大基础平台分别是自动驾驶高精度地
图基础数据平台，需要制定高精地图的数据
标准与交换格式，以及保障国家地理信息安
全的数据使用规范。智能网联汽车云控基
础平台，通过集聚智能网联驾驶基础数据信

计算平台设计要适应中国场景
汽车智能化的关键，在于构建具有感
知、计算、通信、决策等功能的新型体系
架构，设计实现数据融合、高速计算、智
能决策、协同控制能力的智能计算平台，
完成汽车行驶和信息交互过程中多源海量
异构数据的高速计算处理，为决策和控制
提供实时响应，实现汽车的自动驾驶、联
网服务等功能。
因此，对于上述 5 大平台来说，智能计
算平台至关重要。
“ 智能计算平台依靠高性
能计算技术和高可信软件技术，能够实时认
知外部环境，并实现对整车最优决策和控
制。可以说，智能计算平台是智能网联汽车

息和公共服务资源，建立标准化的智能网联
驾驶数据通信与应用接口，打造行业通用数
据服务与应用服务的基础平台。新型智能
车载终端基础平台，建立多模式通信/多模
式定位/智能网关一体化的新型车载终端基
础平台，推广车规级高端集成芯片、智能车
载终端共性硬件平台和整车在线固件升级
通用方案，以及相关系统基础软件。车辆智
能计算基础平台，在平台整体架构方面，基
于新型智能化体系架构，开发新型车辆总
线、车载芯片级计算平台和操作系统，推广
计算平台架构标准。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
全基础平台，应用端-管-云信息安全防护
技术、自主可控的车载密码技术、安全漏洞
智能检测技术等共性技术，构建智能网联汽
车车载纵深防御安全架构和端管云纵深防
御体系。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需要创新发展，掌
握核心技术，并适应中国场景，形成中国
特色。

‘大脑’，是实现无人驾驶技术的核心，是智
能网联汽车发展中的制高点。
“李克强强调。
“智能驾驶对系统功能安全与实时响应
的要求无疑是极高的，这决定了智能驾驶运
算平台在硬件和软件上必须表现出优越的
性能。”广汽集团总经理冯兴亚表达了同样
的观点。
对于如何发展中国智能计算平台，中国
工程院院士李骏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中
国智能网联汽车需要创新发展，掌握核心技
术，适应中国场景，形成中国特色。因此，中
国智能网联汽车智能计算平台的设计准则
之一就是要精益高效地适应中国的交通场

示范应用与测试验证双轮驱动
在智能网联汽车众多关注点中，安全是
首要的。中国软件评测中心薛晓卿表示，智
能网联汽车的安全与传统汽车的安全相比，
其内涵和外延正在发生变化，涉及产业安
全、系统软件代码安全、自动驾驶行为安全、
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自动驾驶网络安全等。
如何保障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安全已成为发
展的重中之重，测试验证成为必要手段。
记者了解到，目前智能网联驾驶测试与
评价工信部重点实验室正在加快建设，另外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正在研发建立自动驾驶
模拟仿真测试服务平台，开放对接“5+2”示
范区及其他平台，集聚数据资源，推动建立
“模拟仿真+封闭+半开放+全开放”的分层
次、系统化的测试验证体系。另外，还在研
发建立代码审计与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平台，
研发建立安全（网络、功能、行为）咨询与测
评服务平台。通过搭建各种测试平台，保障

智能网联汽车涉及国家信息安全、数
据安全、产业安全等，因此从战略层面上
讲，中国必须推动中国标准。

景，能有效地解决智能网联汽车在高速公路
上实现预测性安全防御自动驾驶的难题，有
效地解决智能网联汽车在城市复杂场景下
的高效安全出行与智能共享难题。
对于核心技术突破，李骏站在更高的
角度看产业发展，他认为智能网联汽车将
与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三者融合，因此我们
需要自主创新研制出精益高效和安全可靠
地适应中国交通场景的智慧城市智慧交通
智能网联汽车融合的车载计算平台 App 架
构、控制器架构和芯片架构，为智慧城市
智慧交通智能网联汽车融合的研发奠定坚
实基础。

在产业发展初期，需要产业链协作形
成合力，通过积极开展关键技术验证，加
快技术路线落地和智能汽车应用示范。

汽车的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智能网联汽车需要满
足众多复杂应用场景，智能计算平台也需
要适应这些场景，在产业发展初期，需要
产业链协作形成合力，通过积极开展关键
技术验证，加快技术路线落地和智能汽车
应用示范。
“我们需要产业链上下游协作，加速开
发自主软硬件计算平台，抢占战略发展先
机，填补中国智能网联汽车计算平台空白。”
深圳航盛电子总裁杨洪表示。
当前，应用示范已成为产业上下游协
作有效的落地手段。记者了解到，工信部
目前在全国布局了“5+2”示范区，开展智
能网联汽车和汽车电子智能化应用示范建
设。示范区分别是长三角的浙江省试点，
京津冀的北京市-河北省试点，西部地区的
重庆市试点，东北地区的吉林省试点和中

部地区的湖北省试点以及上海市、广州市
试点。试点示范覆盖了通信、电子信息、
汽车三个万亿级的产业，打造了一个集
政、产、学、研、用、资为一体的联合跨
界机制，将有效推动通信、电子信息、汽
车行业的协同融合创新、转型升级和快速
发展，解决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截至目前，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试点
建设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已为 G20
峰会、云栖大会、世界机器人大会等重要活
动带来了车联网大数据平台、互联网汽车、
自动辅助驾驶、智能泊车等丰富演示场景，
促进了新技术新产品的试验验证与快速应
用。与此同时，在示范区的积极参与和推动
下，北京、上海、长春、重庆等地方主管部门
相继出台了相关道路测试规范，这也为智能
汽车与智慧交通合规性开放道路测试奠定
基础。

日前，国务院出台《进一步深化“互联
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
一次”改革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 45 号文），
这个文件出台，对解决老百姓办事难、办事
慢、办事繁等问题带来诸多利好。让“数据
多跑路”、企业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等便
利 服 务 的 背 后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商 要 做 什
么？在“一网通办”之后，IT 基础设施和应
用系统最怕出什么状况？当政府的决策越
来越依赖数据支持，政府数据因为统计口
径不一致，数据有很多冲突怎么办？政务
服务种种变化之后，IT 服务提供商要怎么
转型？日前，
《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了太
极云服务与智慧应用创新业务集团咨询总
监杜胜海。

“不瘫痪”
需要避免“紧耦合”
国发 45 号文提出，推动企业和群众办
事线上“一网通办”
（一网），线下“只进一扇
门”
（一 门），现 场 办 理“最 多 跑 一 次 ”
（一
次），让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像“网购”一
样方便。对于各级政府推进政务服务“一
网、一门、一次”给出了非常精确的达标时
间表。其中，在“一网通办”方面，到 2019
年，省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不低于
90%，市县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不
低于 70%；当越来越多的事务需要“一网通
办”的时候，难点是什么？
杜胜海表示，难点是“并联平台瘫痪”
与“数据内容安全”。因为过去很多业务分
为线上流程和线下流程的，如果网上出了
问题，可以线下流程实现，但当要求“一网
通办”之后，意味着线上流程必须保证不能
瘫痪。要想不瘫痪，杜海胜认为有两个关
键，其一是数据系统架构设计避免紧耦合，
不要把所有环节扣在一起，应采用双通道
或多通道设计，把物理灾备的概念引入到
业务层面，设计应急通道。其二是数据进
行点对点的验证，保证数据传输真实性和
唯一性，保障数据安全，避免黑客攻击及篡
改数据内容。在“一网通办”后，数据内容
的被篡改危害远远大于黑客的其它攻击。
基于政府公信力的数据被更改后，容易造
成社会恐慌。

政务服务的“数据思路”
要让数据多跑路，老百姓少跑路，要让
老百姓办事像“网购”一样，要想实现这样
的目的，很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是实现跨层
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互联互
通和数据共享。目前在政务服务领域存在
的一个现象是“只上菜单不上菜”，就是各
部门、各机构按国家要求将数据存放在共
享目录下，但是没有人对数据质量负责，没
有人对数据的活跃度负责，存上来的数据
有可能是死数据、统计口径不一的数据，数
据质量不高、数据面临冲突。
杜胜海认为，
事实上解决这些问题可以
借鉴消费互联网的思路，
一是要在政务服务
领域引入
“政务数据链”
的概念，
二是要在政
务服务领域推出
“使用数据激励机制”
。
关于政务数据链，
目前因为统计口径不
同，数据容易出现不一致、存在冲突。比如
某一个自然人，他在公安系统的年龄数据
会随时间增长而变化，但是同样一个人他
的年龄数据在其他机构的数据显示没有变
化，这样同一个人的数据就面临冲突，解决
这样问题的办法是打通各个数据链条，从
自然人和法人的维度来建立数据链。
杜胜海同时表示，面对统计口径不同
造成的数据冲突，不要把有冲突的数据急
于“干掉”，解决掉，事实上，不同的口径下
的数据，有不同的用途。面对冲突数据最
好的方法就是将数据统计口径公开。进行
数据梳理和数据治理，可以寻求第三方专
业公司来进行专门的梳理，而选择第三方
的公司要考量几个指标，一是是否有相关
的方法论，二是是否有梳理工具，三是是否
有相关的管理平台。

关于“使用数据激励机制”。一个方式
是借鉴类似阿里芝麻信用、大众点评等互
联网应用，引导大家引用政府数据，并对政
府数据进行评判、排名和点评，解决数据质
量问题。第二个方式是对提供和使用数据
的双方都提供奖励金，进行奖励，并且在单
次使用上重点激励数据的使用者，让数据
用起来。而数据用起来，通过使用者的增
加，数据提供者将获得更多的累计奖励。
第三个方式把提升数据质量、数据更新等
纳入到单位机构评级和个人考核中。第四
个方式是在国家审计制度中增加数据审计
项目，包括审计数据活跃度，去除死数据
等。第五个方式是引入运营机制。建立国
家级政务数据交易平台，允许政府交易数
据。比如自贸区，他们就非常需要其他省
市有关企业的相关数据，依据这些数据来
对相关企业进行评级和评判是否引入。不
同省市、不同部门的数据的应用价值需要
在更多的场景下释放。国家级政务数据交
易平台可以先基于电子政务外网及专网建
立，然后逐步开放到未来的互联网。
释放政务数据价值、创造更多便民服
务、带来更好的社会治理，有巨大的创新空
间。杜胜海举了屡禁不止、老大难的“号贩
子”
“ 黄牛”问题，比如现在老百姓看病挂
号，紧缺的专家号资源常被号贩子抢去，互
联网挂号如何识别号贩子与真正的患者。
“事实上把两个维度的数据进行关联就很
容易识别，如果一个人短时间内有频繁的
挂号纪录，但是却在医疗社会保障卡上没
有一次消费和支付纪录，就可以断定他是
一个医疗‘号贩子’。假如我们把挂号 50
次却没有一次社保消费的人纳入‘号贩子’
黑名单，两年内不允许他挂号，就可以逐步
杜绝和减少这样现象。再者，识别票贩子
也可以通过结合医院的监控系统进行人脸
识别，如果一个人短时间内有频繁的挂号
纪录，并且所挂号并不是一个人，例如连续
10 天，那就可以断定他是一个医疗‘号贩
子’，就可以把他纳入‘号贩子’黑名单。当
然我们提供申诉制度，绝对不冤枉一个好
人。”杜胜海说。

带来更多新 IT 业态
电子政务服务的提速，对 IT 服务提
供商提出了更多挑战，也带来了巨大的转
型升级的机会，将孕育出更多新的 IT 服
务业态。
一个新的蓝海机会是数据梳理、数据
治理服务。据透露，在太极与海南省和广
东省的电子政务项目建设过程中，这些政
府机构都不约而同地把业务数据梳理和业
务数据治理列成单独的前置项目。招标具
备能力的数据治理公司来给他们的项目进
行数据治理和数据梳理。这些公司能够基
于政务业务系统建设的需求来梳理数据堵
点，给数据做标签、数据目录，根据不同的
应用目标来设计数据模型。政府已经意识
到建设平台，不能只建设功能，应该与数据
体系一起建设。数据治理将会有很大的市
场空间。
另一个蓝海是数据运营服务。杜胜海
举了舆情数据的例子，目前大家看到很多
机构基于数据给政府做舆情分析，事实上
舆情的分析仅仅是数据的一个层次的应
用，同理，利用相关数据对企业进行风险评
估，既可以提供给金融机构进行信贷，也可
以在地方政府进行招商的时候作为参考，
作为评价企业的参考。
电子政务对信息化的需求和采购模式
正在发生变化，加速了 IT 服务提供商运维
服务化的转型，如何加速从“项目服务”向
“运维服务”转型，杜胜海的建议是“一体化
的思路”。如果 IT 企业能够把服务政府项
目的视野进一步拓宽和延展，从 TOG 延伸
到 TOGBC，因为在“一网通办”后，每一个
项目的最后都是同时面向政府面向百姓和
企业服务的，就能够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
进入更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佳 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