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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AI助盲：
让世界更美好

青岛市市北区陈大夫盲人
按摩所的盲人按摩师陈奕霖有
了“新朋友”——— 小度人工智能
音箱1S。陈奕霖说，自从有了它，
自己无需动手就能完成拉合窗
帘、调节智能灯亮度、控制空调
温度、切换电视频道及开关除湿
器等操作，这大大提升了陈奕霖
的工作效率和生活品质。

不仅仅是青岛。此前百度宣
布与多家盲人公益机构共同发
起“AI助盲行动”，在3个月时间

里，分别于广州、成都、西安、太
原、青岛、郑州6大城市推行盲人
按摩店AI升级示范试点改造，并
面向全国上千个盲人家庭捐赠
小度人工智能音箱。

对此，“百度AI助盲行动”负
责人表示，为盲人按摩店做示
范升级改造，只是整个“百度AI
助盲行动”的第一步。未来，百
度还将继续与各地盲协以及无
障碍协会积极展开合作，借助
小度音箱等智能产品，结合小
程序、百度APP等多类应用以
及百度视觉、语音、自动驾驶等
技术，持续推出更多AI公益举
措，继续帮助包括盲人在内的
特殊群体，以科技赋能为社会
公益助力。

百度AI寻人：
温暖回家的路

AI助盲的同时，百度也正在
用科技温暖回家的路，付贵回家
便是其中的一个。

据媒体报道，付贵6岁时被
拐，27年后，在“百度AI寻人”的
帮助下，终于成功找到了亲人。

据悉，“百度AI寻人”是百度
于2016年底推出的一项公益服
务。在这项服务平台上，求助者
无需注册或登记，只需在网站首
页上传走失亲人的照片，即可与
民政部登记的走失人口信息进
行快速比对，得出系统对比之后
的结果。除人脸识别外，平台也
设置了查询功能，救助者可针对

“姓名、性别、年龄、区域、救助
站”等信息进行相应的筛选。启
动至今，用户发起的照片比对已
超过了28万次，百度已帮助超
7619个走失者与家庭重新团聚。

日前，百度上线了“百度AI
寻人”智能小程序。通过这一小
程序，用户可以在移动端实现一
键搜索，快速寻亲。据统计，自小

程序上线以来，共计有146079位
用户在这里寻人。

近年来，在百度带动下，包
括腾讯、微软在内的互联网科技
公司纷纷加入“AI寻人”的行列，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企业社会责
任领域发挥着前所未有的能量。

Do Better，科技为更好

技术是百度的信仰。“用科技
让复杂的世界更简单”是百度的
使命。秉承上述使命，“AI先生”李
彦宏领航下的百度正在用AI赋能
万物：Do Better，科技为更好。日
前，市场调研机构Canalys公布了
2019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音箱出
货量，小度智能音箱达450万台，
首超Google，也刷新了中国智能音
箱季度出货量的冠军数字。

在语音交互上深入布局的百
度正让小度连接起更多的智能家
居设备，加速百度搭建更多新的
应用场景，占据智能家居的阵地，
赋能更多合作伙伴。此外，百度还
借助AI，完善从语音技术、计算机
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场景化能

力到行业应用的全栈AI开放平
台，深入企业服务、信息服务、地
产物业、智慧工厂等行业，打造AI
领域的商业闭环。

小度智能音箱的火爆，恰恰
映射的是移动互联网向AI时代转
变的轨迹。据百度Q2财报最新数
据显示，小度累计激活设备数已
超4亿台，同比增长4.5倍，每月语
音查询超过36亿次，同比增长7.5
倍。

不仅如此，作为“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名单
中首批入围的科技企业，百度已
建起AI生态的全新方法论。随着
5G技术商用落地和人工智能在
中国提升到战略高度，百度AI技
术将助推各个产业转型升级，为
未来发展创造更大的想象空间。

“AI前进的道路上，我们的
决心不会改变，坚信AI会改变每
一个人的生活。”李彦宏如是说。

“Do Better，科技为更好”，
坚持走创新之路的百度正在改
善我们的生活，在助力公益，在
增添温暖，而这恰恰是科技存在
的核心意义与价值。

百度AI助力公益之路：

DDoo BBeetttteerr，，科科技技为为更更好好

10月8日，全国“敬老
月”启动仪式在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举行。今年是我
国正式步入老龄社会20周
年，记者从全国老龄工作
委员会获悉，10月1日到31
日，全国将开展以“孝老爱
亲，向上向善”为主题的
全国“敬老月”活动。

中信银行作为老龄事
业支持企业代表参加了启
动仪式。中信银行董事长
李庆萍女士在致辞中表
示：“老年人是社会的宝
贵财富。老龄事业需要社
会企业的深度参与和协力
推动。作为国有控股商业
银行，关心支持老龄事业
发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和义务。中信银行作为
一家有担当、有温度、有
特色、有尊严的企业，践
行国家养老战略，不断在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用
心服务老年人方面开拓创
新，于细微处见真情。”

据悉，中信银行于
2009年推出了国内第一张
面向老年人的借记卡，成
为率先推出老年金融服务
体系的商业银行。1 0年
间，中信银行推出了多项
服务老年人的举措：2012
年起，在全国1400余家网
点全面开展了适老化改
造，设立老年人绿色通
道，网点配备老花镜、血
压仪等敬老设备，为老年
人提供上门业务办理等老
年友善服务；2017年，作
为独家合作金融机构，配
合司法部、人社部开展
“综合性公证养老业务试
点”，探索司法制度支持
下的老年服务新模式；
2018年，开展了万场“老
年智能课堂进社区”活动，
服务全国上万个小区的老
人，深化老年友善服务；

2019年7月，与中国老龄协
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同时启动了“幸福+”老年
大学信息化行动，将中信
银行十年来老年服务的经
验和爱心，升华为“幸福年
华”养老服务体系，在更大
范围、更深层次为老年人
提供更周到的服务。

中信银行董事长李庆
萍强调：“‘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呵护老人的幸福就
是呵护我们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
爱每个人的未来。”据了
解，今年，中信银行还将全
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推进老龄事业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
和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积极发挥社
会资源优势，不断完善和
升级“幸福年华”老年服务
体系，通过量身定制的多
项养老金融服务，为老年
朋友办实事、解难题；在业
内 首 推 老 年 “ 健 康 银
行”，为老年客户提供由
全国三甲医院医生、7×
24小时电话家庭医生和中
信银行白金顾问共同组成
的服务团队，老年人可通
过拨打热线电话、微信等
方式，解决医疗健康、金
融理财等多方面问题。

据中国老龄协会有关
负责人介绍，今年全国
“敬老月”活动的重要内
容之一，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老龄事业发展成就展
及“我和我的祖国”全国
老年人文化艺术大赛。通
过书法、绘画、剪纸、摄
影、音乐节等多种形式，
抒发广大老年朋友对祖国
母亲的美好祝福。中信银
行上百名客户参与大赛，
其中的优秀作品也在本次
启动仪式上展出。(赵婉莹)

自2017年8月22日启动以
来，截至2019年9月30日，“城
市因你而美·新华伴你而行—新
华保险关爱全国环卫工人大型
公益行动”共计完成理赔106
例，累计赔付955万元，其中身
故保险金913万元，伤残保险金
42万元，项目惠及37个城市的
106位环卫工人。

“关爱全国环卫工人大型
公益行动”是新华保险通过公
益基金会实施的主打项目。截
至目前，该项目已经覆盖全国

的96座大中城市的71 . 8万余名
环卫工人，累计捐赠保额超718
亿元，用专属保险为环卫工人
撑起一片天。

新华保险将保险行业优势
和公益事业结合在一起，逐渐
形成了“保险产品+公益平台+
志愿服务”的独特公益模式，
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的社会责
任之路。

与此同时，新华保险志愿
者联盟分部也围绕该项目开展
了交响音乐会、少儿书画大赛

环卫子女专场、环卫工人主题
摄影大赛等独具特色的系列配
套公益活动。其中，新华人寿
保险公益基金会联手新华保险
在全国开展了以“我和我的祖
国”为主题的第十届“新华保
险杯”全国少儿书画大赛，在
全国各地举办多场少儿书画大
赛环卫子女专场，共收集72幅
优秀书画作品参与全国总评，
最终评选出“城市天使奖”一
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
名。 （胡晓娟）

10月12日，交通银行山东
省分行在济南举办“好客交
行，消保先行——— 金融知识普
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专场消
保服务竞赛”决赛活动。本次
竞赛旨在选拔更优秀的服务
型、创新型人才，进一步提升
山东交行员工消保服务能力，
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为山东银
行服务业发展奉献交行的青春
力量。

本次竞赛历时2个月，覆盖
山东交行16家辖属分行，分为
团体服务礼仪表演和个人金融
知识宣讲，通过生动的小故
事、小视频、顺口溜等方式向
广大消费者宣传防诈骗、校园
贷、识别假币等金融知识，决
赛现场邀请了广大客户共同参
与，并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进行全程直播。
交通银行山东省分行副行

长孙亮在致辞中表示，山东交
行高度重视消保服务工作,始终
将服务金融消费者、维护金融
消费者权益作为重点工作来
抓，积极构建消费者与银行间
和谐、共赢的金融消费关系，
打造“好客交行”优质消保服
务品牌，切实落实“教育为
先”的工作方针 ,以网点为阵
地，开展多渠道、多方式的金
融知识宣传活动，打造常态、
长效的消费者宣传教育工作机
制。

2012年至今，在各级监管
部门及总行的指导和帮助下，
在广大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
下，依靠全体山东交行员工的
努力奋斗，交通银行山东省分

行六个年度荣获总行“消保服
务工作优胜单位”荣誉称号、
连续五年获得山东银保监局消
保“一级”考核评价、连续三
个评选年度荣获中国银行业文
明规范服务百佳示范单位。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也是交通银行山
东省分行重新组建30周年，本
次活动既是为新中国献礼，也
是一次检验山东交行人成长的
阅兵仪式。交通银行山东省分
行将不遗余力地做好消保服务
提升工作，不断提升员工消保
服务能力，以提升公众金融素
养和风险防范能力为己任，切
实履行国有大行社会责任，为
全行业的消保服务工作奉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朱高坤)

全国“敬老月”十月启动

中中信信银银行行全全面面升升级级

““幸幸福福年年华华””老老年年服服务务体体系系

交交通通银银行行山山东东省省分分行行举举办办

““好好客客交交行行，，消消保保先先行行””消消保保服服务务竞竞赛赛活活动动

“新华保险关爱全国环卫工人大型公益行动”

理理赔赔超超百百例例，，累累计计赔赔付付995555万万元元

“站在时间的标尺上梳理，这70年中，中国的巨变无处
不在，并为历史留下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画面。

这当然包括科技助力下的公益事业。种种迹象显示：
科技的进步，正让这个世界变得更为美好。

而这背后当然离不开互联网巨头们的推动，比如百
度———

”

葛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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