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 业15 2019年8月13日 星期二

本报讯 记者喻剑报道：日前，魔
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了其全线自
主研发的人工智能虚拟直播及虚拟
IP 线下实时互动解决方案。该技术
实现了3D虚拟世界“全拟人化”、多角
色、多场景实时直播互动及多维应用，
打破了行业技术瓶颈，以高质量解决
方案推动产业变革。

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兴起，虚拟偶
像、虚拟直播产品逐渐出现在人们的
视野中。然而，目前市场技术的“拟人
化”水平普遍质量不高，而且仅能提供
某一环节的单点技术，致使虚拟角色
高效、产业化落地受限。

据了解，魔珐科技推出的全新虚
拟直播和线下互动产品及方案是将其
自主研发的全栈式端到端 AI 表演动

画技术与游戏、影视特效相结合，加上
云端实时渲染和推流技术，对虚拟直
播角色形象及动作、表情予以高质量
呈现，同时在视频、社交网站、线下场
景中实现实时直播互动，并可在教育、
文化、娱乐、旅游等各大场景落地应
用。本次发布的虚拟直播及线下互动
解决方案带来了虚拟世界人工智能科
技的“四新突破”，开启了虚拟角色互
动新时代。

一是新技术。魔珐科技独家推出
全栈式端到端 AI 表演动画技术，这
项技术能够实时捕捉真人演员的肢体
动作、面部表情、眼神、手指动作
等，并实时驱动到 3D 虚拟角色上
来，展示生动、逼真、丰富立体的角
色形象。

二是新交互。魔珐科技 3D 虚拟
角色在互动中不仅可以实时切换造
型，表演者还可以实时更换不同角色
身份，如明星、主持人、教师等，满足不
同行业的虚拟角色需求。此外，表演
者还能根据场景需要及观众的互动要
求，随时触发丰富的影视特效，即时切
换场景。

三是新直播。区别于传统虚拟直
播的单一表演形式和效果，魔珐科技
虚拟直播可以实现多角色实时互动、
交流。另外，与真人直播不同，虚拟直
播可以突破表演者的技能限制，做出
真人直播无法做到的动作或表演。同
时，虚拟直播可把三维炫酷的影视特
效和直播完美结合。

四是新应用。据介绍，魔珐科技

本次发布的3D虚拟角色直播新技术，
可与各种3D展示设备对接，应用到线
上直播如明星虚拟角色、虚拟主持人、
游戏直播、脱口秀直播、在线教育直
播、大型活动秀场直播等领域。在线
下互动领域，可满足博物馆、科技馆、
大型主题乐园、大型商场、名人故居、
线下虚拟小剧场等文旅领域的虚拟体
验与创新交互。

“虚拟世界是现实世界的镜像，
‘虚拟+X’会成为和‘互联网+X’一样
规模的赛道。”魔珐科技创始人兼CEO
柴金祥表示，作为一家人工智能科技
企业，魔珐一直在探索用科技让“虚拟
世界”连接全民、活化内容、体验升
级。未来，虚拟直播、虚拟IP乃至虚拟
智能助手会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

魔珐科技发布AI虚拟角色直播互动方案——

开 启 虚 拟 角 色 互 动 新 时 代

本报讯 记者梁剑箫报道：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与高德软件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德地图”）日前在北京联合发布“一张地图游
西藏”服务平台，并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按照西藏自治区党委、
政府及文化和旅游部的工作部署，为向进藏游客提供更便捷的旅游
服务，西藏自治区将与高德地图共同提升智慧旅游建设能力，引导
游客更加便利地了解西藏、走进西藏，不断推进“三区三州”深度贫
困地区旅游业发展，助力西藏旅游优质、全域全时发展。

多年来，西藏自治区一直将旅游业作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和高质量发展的先导产业。统计显示，2018年全区累计接待游客
3368.72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5%；实现旅游收入 490.14 亿元，同比
增长29.2%，相当于自治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3%。

高德软件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桂馨表示，到西藏旅行是很多人的
梦想。高德地图希望将海量用户的出游需求与特色文化旅游资源
联系起来，充分利用高德地图的优势，助推西藏旅游发展。

据介绍，目前“一张地图游西藏”已经上线了西藏自治区全部
116家A级景区，并分别从旅游线路、精品景区和城市旅游等3个方
面推荐，使游客足不出户就可全方位了解西藏美景。当游客来到西
藏，高德地图会推荐最佳出行方式和导航路线，帮助其快速到达景
区。同时，旅行过程中必需的吃、住、行、游、购、娱以及加油站、厕所
等生活服务信息都可实现查找及一键导航直达。

双方表示，未来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将与高德地图不断深化
合作，共同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努力将西藏打造成具有高原和民族
特色的世界旅游目的地。

“一张地图游西藏”服务平台发布

“从选择健康产业到做强做大健
康产业，我们走出了一条落实国家战
略、深化国企改革、服务百姓健康的
改革创新之路。”在日前举行的新时
代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媒体开放
日上，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张红
表示。

军工人转战健康产业

《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
的意见》日前印发。《意见》明确提出
了贯彻健康中国战略的总体要求，部
署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具体举措，
力促健康中国建设跑出“加速度”。

据张红介绍，集团重磅推出的新
时代健康产业园于去年启用。该产
业园总投资约16亿元，按照现代化、
国际化标准建造，年综合产能可达
300亿元。记者看到，车间内保健食
品生产线和日化产品生产线有序运
转，只有少数身穿洁净连体服的技术
工人在巡视；一箱箱产品被自动传送
到物流中心，搬运的活则由码垛机器
人“搞定”。显然，“智造”已颠覆了轻
工生产的传统方式。

“我们的车间洁净度非常高。其
中，口腔清洁产品生产采用智能机械
手、高速灌装封尾机等设备，每分钟
可灌装200支，精度达到0.01g，还能
自动剔除不良产品。”车间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智能化制造设备在运行时
可全程自动调节温度、速度等参数，
通过自动化控制降低人工操作的不
可控因素。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为此，新时
代健康产业集团斥资上亿元建立起
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实验室。该实验
室配有理化和微生物检测项目高端
检测仪器，可做到在样品中检测出十
亿分之一克的痕量重金属残留，精度
相当于在10个标准足球场内找到一
只蚂蚁；90 秒内检测出产品中钙、

铁、锌、硒、铅、砷等30多种元素的含
量，极大保证了质检的精度与效率。

“当初谁也没想到，这家仅有
500 万元国家投资的企业会发展到
今天。我们唯一知道的是，选择投
资健康产业一定不会错。”张红表
示，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的前身是
烟台新时代天然营养品有限责任公
司，诞生于上世纪 90 年代“军转
民”浪潮中。当时，我国健康产业
才刚起步。大家在北京东城区汪芝
麻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开始描
绘健康产业的宏伟蓝图，并立下了

“守护百姓健康”的梦想。在没有经
验、没有市场，也没有足够资金和
人员的情况下，企业能够发展到今
天，凭的是源自军工的技术、严苛
的生产和管理标准，靠的是“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
耐、特别能奉献”的军工精神。

创业初期，公司发展大体还算顺
利。他们以军工技术打造拳头产品，
实现了松花粉产业化和商品化。进
入21世纪后，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公
司销售遭遇极大困难，开始出现亏
损。另一个更大的挑战来自于保健
品行业的 GMP 认证。当时，有关部
门出台了相关要求，这意味着公司必
须要在经营困难的同时投入大量资
金改造升级生产线。“当时，很多人都
离职了，到 2002 年全公司只剩下 50
多名员工。”张红说。

“为筹集 GMP 认证和生产经营
所需资金，我们向上级集团提出了混
合所有制改革的建议。这在当时可
是背水一战，如果经营失败，不仅丢
了工作，甚至连家底儿都要赔光。”张
红回忆说，公司全体人员顶着压力凑
足了资金，在国资委和上级集团的支
持下顺利完成了 GMP 改造升级，救
活了企业。这次成功的改革不仅帮
助企业解决了生存问题，也为其日后
走上健康快速发展之路奠定了坚实
基础。

经过 24 年的拼搏奋斗，如今的
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已经发展成为
拥有 4 大系列、160 余款产品，形成
产、学、研一体的健康产品体系，年销
售额近百亿元的企业集团，累计上缴
利税是当年国家投资的 3800 多倍。
集团还打造了独具特色的绿色生态
产业链，仅 2016 年就为 3 万多林区
群众带来近8400万元收入。

“用军工标准做产品是新时代健
康产业集团始终不变的坚持。”张红
表示，目前集团已建立起严格的食品
安全保障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从产
品研发、原材料种植采收，再到产品
生产、质检、储运、销售和服务，每一
步都层层防护、严格把控，确保每批
产品均可追溯。

构建大健康生态圈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健康
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近
年来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下大力气
打造“以人为本的全面健康解决方
案”，为消费者提供衣、食、住、行、用、
乐、养全方位健康指导，并推出了个
性化、定制化的健康产品和服务，努
力向“构建大健康生态圈，成为富有
竞争力的国际一流大健康生态圈引
领者”目标迈进。

“创新决定未来。我们始终坚持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把科技创新工作
作为企业发展的头等大事来抓。”张
红说，集团借助产学研融合发展之
力，全面提升技术水平和科研攻关能
力，将创新链、产业链、市场需求有机
衔接，形成了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 、产 学 研 用 相 结 合 的 科 技 创 新
体系。

目前，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已与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
内重点大学和科研院所建立了项目
合作关系，建设了抗氧化、健康管理、
保健食品、化妆品等多个研究平台，

组建了感官评价实验室、化妆品功效
与安全评价实验室等国内一流的技
术平台，拥有 2个 CNAS国家认可实
验室、2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个省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截至目前，我
们已经开发出一批国内外领先的核
心技术，累计申请专利 350 项，获得
授权专利247项。”张红说，未来新时
代健康产业集团将进一步完善科研
制度建设，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接下
来 3 年的研发投入将在上一年的基
础上分别增长50%、40%、30%，让科
技创新成为突破升级构建大健康生
态圈的强大驱动力。

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母公司中
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陈曙光进一步表示，中国节能环
保集团将继续加大力度支持健康产
业发展，支持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
筹建长江经济带生态产品发展研究
中心，加快发展模式创新和实践探
索，为共抓长江大保护贡献力量，
为生态文明建设、健康中国战略实
施和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示范
借鉴。

按照计划，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
将在电商平台开辟长江经济带生态
产品专区，推动产品展示和销售。同
时，将生态产品和健康解决方案相融
合，优先推荐长江经济带生态产品，
使长江经济带生态资源得到更充分
利用。

“当前，国企改革‘双百行动’东
风劲吹。我们将以此次改革为契机，
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全面落实国有
企业改革‘1+N’政策体系。”张红表
示，未来的发展重点将集中在两方
面。一方面，继续发扬创业奋斗精
神，聚焦重点难点，补齐发展短板，在
升级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
现突破，拓展新业务领域；另一方面，
通过改革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
积极性、主动性，有效激发企业发展
的内生动力。

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以改革创新服务百姓健康——

用军工标准做大健康产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雷

新时代健康产业园物流中心引入了码垛机器人，可同时码放10种产品，每小时可码放400箱货物。 本报记者 周 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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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变电设备有限公司，工人正在调试投资 300万元引进的

智能叠片机，该设备的投入使用可实现 4 倍人工组合作业的产出。

近年来，该公司投资1亿余元加快工业智能化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和

产品质量。 朱 斌摄（中经视觉）

“机器换人”提高生产效率

在2019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上，
上 汽 集 团 以 2018 年 度 合 并 报 表
1363.925 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名列世
界500强第39位，在此次上榜的全球
汽车企业中名列第 7 位，在中国企业
中排名第10位。

2019年，面对车市持续下行的不
利形势，上汽集团在积极巩固市场份
额的同时，瞄准全球汽车工业变革趋
势，面向未来打造新的差异化竞争
力，加快推动“电动化、智能网联化、
共享化、国际化”创新转型。

得益于强大的自主研发实力，
2019年1月份至6月份，上汽集团新能
源 汽 车 销 量 达 8.2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42%。作为国内唯一全面实施“纯电、
插电、燃料电池”三条技术路线的汽车
企业，上汽集团自主掌控“电池、电驱、
电控”三电核心技术。目前，上汽集团
正在加快推动电驱变速箱、电轴、逆变
器、电池管理系统等“三电”技术新一轮
创新，并打造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电动
车专属架构。

作为国内最早开展智能网联技
术研发的汽车企业，近年来上汽集团
持续加大在无人驾驶技术中的感知、
规划、决策、执行等关键系统自主开
发力度，同时深入推进与阿里巴巴、
武汉光庭、Mobileye、TTTech 等国
内外著名企业的跨界合作，并与公安
部交科所、中国移动、华为等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展 5G 等智能网
联前瞻领域技术研究和标准体系建
设。2019年 4月份，上汽发布了全球
首款“5G 零屏幕智能座舱”，与华为、
中国移动合作共建国内首个“5G智慧
交通示范区”，并宣布全球首款 5G 互
联网汽车将在2020年量产上市。

2019 年，公司围绕人的智慧出
行、车的便捷服务、物的高效流动，积
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技
术，加快构建上汽移动出行大平台和
服务大生态。

在人的智慧出行方面，享道出行网
约车注册用户已突破230万，累计完成出行服务超过550万次，最高单
日订单突破5万，用户满意度高达96%，同时还推出了针对企业端用户
的“享道租车”服务；在车的便捷服务方面，车享科技整车电商线上年
交易量达7.2万辆，年交易额超过80亿元，在整车电商平台名列前茅，
个性化定制等特色业务能力持续增强，并建立起车享和腾讯汽车商城
双平台联合运营机制；在物的高效流动方面，作为全球最大的整车物
流企业，安吉物流正在积极推进多式联运、智能仓库等创新业务模式。

2019年1月份至6月份，上汽集团实现整车出口和海外销售14.5
万辆，创历史新高。目前，上汽集团在伦敦、硅谷、特拉维夫设立了创
新研发中心，打造了泰国、印尼、印度整车基地和93个海外零部件基
地，建成12个区域营销服务中心、4家海外物流分公司和3条远洋航
线，整车产品进入5大洲60余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泰国、英国、印尼、
智利、澳新、中东6个“万辆级”区域市场。

未来，上汽集团将继续坚持创新转型，深入探索新能源、人工智
能、5G通讯等新兴技术与汽车产业的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核心技术、
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不断推动企业强起来、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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