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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电气化高速公路

刹车时可以向电网供电

德国是首批建设“电气化

高速公路”，以促进环保型货

车运输的国家之一。日前，德

国已经开始在法兰克福和达姆

施塔特市之间约5千米长的高

速公路路段上，对电气化高速

公路系统进行实际测试。

在这个系统里，柴电混合

动力卡车可成为日常交通工

具，从架空电缆接收电力作为

动力，不需要使用内燃机。卡

车在刹车时可以向电网供电，

这使得系统在受到干扰时特别

有用。 (王莹)

可穿戴的“智能指环”

能够监测心室房颤

近日，韩国研究人员成功

测试了可靠的“智能指环”中

的心脏监测技术，该技术以深

度学习算法为支撑。研究人员

预计，未来消费级的指环可以

用在监测心房纤颤(AF)上。

研究人员对119名AF心脏

病患者的同步心电图和基于光

学传感器的光电容积描记器进

行了比较，来发现智能指环监

测的有效性，其对心室房颤的

监测准确率达99 . 3%。

首尔国立大学医院心脏病

学助理教授Eue-Keun Choi博

士说：“(指环)的诊断性能与

医疗级常规脉搏血氧仪相当，

这将为高风险疾病的心房颤动

筛查提供可行性。” (雨晨)

新一代“新干线”

时速360公里世界最快

JR东日本铁路公司日前

向媒体公开了新一代新干线的

试验车辆“ALFA—X”，力

争在北海道新干线延伸至札幌

的2030年度实现实用化。

其最高时速将比现在提

高 4 0公里，达到时速 3 6 0公

里，作为运营车辆力争达到世

界最快。

新型新干线通过加长的

“鼻子”来降低车辆驶入隧道

时导致噪音的压力波。此外，

为了在发生地震之际第一时间

停车，除了通常的制动器之

外，还配备了通过电磁力加以

减速的“线性负加速度增加装

置”等。 (王欢)

零售巨头沃尔玛近日携全新

“未来商店”闪亮登场。据外媒

报道，这一“未来商店”其实是

个新兴技术试验场，包括支持AI

的摄像头和交互式显示器。该商

店是一个名为智能零售实验室(简

称“IRL”)的工作概念。IRL是

由沃尔玛的技术孵化器Store No

8设计的概念，该公司经营多家

企业以测试零售业的新想法。

从亚马逊无人便利店Amazon

Go到沃尔玛“未来商店”，零售

业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

上的探索不断带来惊喜和遐想。

沃尔玛“未来商店”的未来感到

底有多强，零售业的“未来”真

的来了吗？

适时监控库存水平

大大降低理货成本

早在2016年，亚马逊就率先

在西雅图开了一家Amazon Go体

验店，采用了计算机视觉、深度

学习以及传感器融合等“黑科

技”，让人耳目一新。近年来，在国

内各种京东无人店、苏宁无人店

也已遍地开花，但零售业巨头沃

尔玛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

沃尔玛方面表示，该商店是

沃尔玛最繁忙的Neighbo rhood

Market商店之一，包含3万多件商

品，可以在现实环境中测试技术。

与亚马逊的Amazon Go便利

店类似，沃尔玛商店的天花板上

也 安 装 了 一 套 摄 像 头 。 但 与

Amazon Go不同，沃尔玛整个商

店的摄像头和传感器都在监视货

架，而不是监视购物者的行为、

记录购物者选择了哪些商品。

I R L 首 席 执 行 官 M i k e

Hanrahan表示，这项技术将使员

工更多地与客户互动，而非取代

工作岗位。因此，这家商店仍保

留传统的收银台。占地面积超过

50000平方英尺的商店，拥有超过

100名员工。

这里的摄像头将监控库存水

平，以确定工作人员是否需要从

冷库中取出更多的肉类来补充货

架，或者是否有一些新鲜物品在

货架上放置太久而需要下架。人

工智能将帮助商店员工更准确地

知道何时何地补充产品。这也意

味着客户会知道产品和肉类在到

货时总是新鲜且有库存。

“这个‘未来商店’的思路

主要是为了提高运营效率、为工

作人员服务，这样可以让工作人

员有更多时间和客户交互，而不

是花 费时间 在 盘 点 整 理 货 物

上。”专注于智能制造与数字零

售系统研发的北京卓唯智科技有

限公司创始人任飞翔说。

“‘未来商店’最大的亮点

在于用技术大大降低了超市的理

货成本，尤其是在沃尔玛这种属

于半‘劳动密集型’的行业，理

货成本很高昂，理货不及时或人

工疏忽就会造成商品过期，临期

尾货等一系列的问题造成成本增

加或消费者不满、临期产品打折

出售等现象，增加企业损耗。”

澳盈资本创始合伙人肖毅也表

示，像沃尔玛这种综合类生活超

市的商品品类复杂，单靠人工或

者简单的ERP等SaaS系统很难准

确及时地了解实时产品信息，因

此“未来商店”聚焦后端提高理

货效率和仓库流转势必会减少成

本，间接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

海量数据的计算和储存

是挑战

有分析认为，IRL商店似乎

还有一个目的，即帮助顾客习惯

在充满人工智能技术的环境中购

物。正如Mike Hanrahan所说，

大多数人每天都在与人工智能互

动——— 与客服在线聊天、浏览视

频甚至搜索沃尔玛网站时，大家

都在与预测我们想要什么的人工

智能打交道。但即便如此，很有

可能，光顾沃尔玛实体店的一些

顾客并不是特别了解人工智能，

可能也不太习惯它。

因此，IRL商店展示了这些

技术。

沃尔玛“未来商店”中的摄

像头和其他传感器每秒可以输出

1 . 6TB的数据，需要大型数据中

心来存储。在店里，数据中心采

用玻璃包装，沐浴在蓝光下，并

向公众展示。但沃尔玛表示，数

据中心仅存储不到一周的数据。

“沃尔玛提高效率的做法是

用AI技术、机器视觉技术等收集

分析整理货架的信息，这样会产

生海量数据，对计算能力和存储

能力有非常高的要求，需要有一

个专门的数据中心。”任飞翔说。

肖毅认为，培养消费者在人

工智能环境下的消费习惯或许并

非关键，新技术应用的根本作用

是提升超市运营效率。他分析，

超市购物简单来看分人、货、场

三个场景，对应的是采、销、存

三个流程，“人工智能是一个覆盖

了人、货、场，采、销、存全系统的

技术层面的支持，它在像沃尔玛

这么复杂的场景当中充当的一定

是总指挥的角色，从图像采集的

大数据处理，到分析产品—库存

流转补货—再到最后结算甚至售

后等，人工智能的参与都在逐步

积累越来越多的数据。”

“唯一遗憾的是沃尔玛表示

他们的数据只存储一周，这限制

了全数据的分析和处理，我相信

如果数据库能扩充的话，技术对

超市这一场景的效率提升一定是

全方位的，涉及供应链、库存、

理货、结算、售后等各环节。”

肖毅说。 (秀英)

“未来商店”
将带来怎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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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记者 李昕 通讯员

刘文 张劲)日前，国网山东电科

院技术人员发挥材料检测技术优

势，圆满完成了华能威海电厂6号

机组锅炉定期检验工作。

检验过程中，该院技术人员发

扬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克服时间

紧、任务重、高空作业等困难，严

把焊缝质量，顺利完成锅炉、汽机

范围内管道和主要连接管道的金

相、硬度、超声等检测，为6号机

组锅炉的安全可靠运行提供了技术

保障，赢得了厂方的一致好评。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以下简称

“我分公司”)拟对持有的东营

上林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涉及债权总额15387 . 22万元,

其中本金 8 1 2 3 . 5 8万元、利息

7263 . 64万元(利息计至2019年4月

30日)，下同，之后产生的利息，以

及与不良贷款债权相关的从权利

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债务企

业所在地：东营市。

关于上述债权资产的具体担

保方式、诉讼、抵押及查封资产等

详细情况以及主从债务人情况，请

见 我 公 司 网 站 ( h t t p : / /

www.gwamcc.com)刊登的处置公告

或与我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处置方式：债务减免、拍

卖、要约邀请竞价、交易所挂牌

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

期付款(分期付款的需提供我分

公司认可的担保措施)

公告发布日期：2019年5月15日

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有效。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具体债

权情况最终以借据、合同、催收通

知书、法院判决书、调解书、裁定

书、相关部门产权登记、工商管理

部门登记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判断并自行承

担购买债权后可能存在的风险。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至公告有效期届满日受理对上

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

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

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531-82079791

传真：0531-82079799

联系地址：济南市经七路

168号银河大厦

邮政编码：250001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

人：林女士

联系电话：0531-8207976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对东营上林置业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国网山东电科院：

完成威海电厂
6号机组锅炉定检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果蝇

体内有一个抑制午睡的基因，

能根据外界温度调节果蝇在白

昼的行动，炎热时多睡，凉爽

时少睡。

许多动物有白天午睡的习

惯，气温越高睡得越多，可能

是为了避免在午间的阳光下活

动，减少曝晒和高温带来伤害

的风险。

美国罗格斯大学研究人员

在新一期《当代生物学》杂志

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发现果蝇

体内有一个基因，它会在天气

凉爽时被激活，抑制果蝇的

午睡倾向，但对夜间睡眠没

有影响。研究人员给它起名为

“白昼清醒”，英文简称dyw

基因。

该基因使果蝇能根据气温

灵活调整日常活动，炎热时躲

避午间阳光，凉爽时则利用这

段时间觅食或求偶等。研究人

员认为，果蝇祖先从赤道地区

向温带扩张的过程中，这个基

因可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项发现还显示，动物的

夜间睡眠和午睡由不同机制

调控。

研究人员说，虽然人体内

不存在dyw基因，但可能有着

类似的生理机制。对人类来

说，白天偶尔小睡对记忆和学

习能力有益，但白天睡得过多

会增加患糖尿病和帕金森病等

疾病风险。 (辛华)

继人造肉之后，人造奶最

近也闪亮登场了。据说，除了成

本高之外，人造奶在口味上和

普通牛奶无异，而且更加健康。

不过，乳业专家说，人造

奶在科学上有探索的价值，但

要真正走向市场取代牛奶，还

言之尚早。

模仿得了口味

复制不了精华

“到目前为止，人类的科

学研究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牛奶

中到底有多少种生物活性物

质，都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

研究所副研究员、国家奶业科

技创新联盟秘书长张养东认

为，人造奶只是对牛奶的简单

模仿，就像饮料添加香精一

样，只能做到口味相似而已。

至于母乳低聚糖之类的物质，

或许也只是一个宣传噱头。

国家奶业科技创新联盟副

理事长、中国奶业协会乳品加

工委员会副主任顾佳升表示，

实验室里“造”出来的东西，

无限接近有可能，但不可能和

牛奶一模一样。

顾佳升说，在人们传统的

认知里，就觉得牛奶8 7%是

水，剩下的是蛋白质、碳水化

合物、脂肪和维生素等物质。

实际上，随着科学研究的发

展，人们发现牛奶中除了基本

营养物以外，还有很多含量极

低但有生物功效的活性物质，

如生物活性乳蛋白、β-乳球蛋

白、α-乳球蛋白、乳铁蛋白、

免疫球蛋白等等。

“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才是

牛奶中的精华成分，具有抵抗

入侵细菌、激活体内免疫反

应、维护机体健康等重要作

用，怎 么 可 能 在实验室里

‘造’出来呢？人类喝牛奶

绝 不 仅 仅是简 单 地 为 了 温

饱，获取牛奶中的生物活性

物质才是更重要的目的。”顾

佳升说道。

他特地举例，小牛犊刚出

生时如果喝不到牛妈妈的奶，

不及时摄入牛奶中的生物活性

物质，甚至无法顺利站起来。

短期内成不了气候

贵州师范大学营养学教授

李亚军表示，虽然牛奶真正走

进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只有

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全

世界大约有 6 0 0 0种哺乳动

物，唯独牛奶成为老百姓餐

桌上的首选是有原因的，也是

经过了历史检验的，事实证

明，牛奶是大自然馈赠人类的

最完美食物之一。

对于人造奶的前景，李亚

军并不看好。她说，牛奶并

非奢侈品，人造牛奶首先在

成本上不占优势。况且，很

多消费者对人造的东西有一

种天生的排斥感，这种排斥

感来源于对未知的恐惧。虽

然科技进步很快，但人造奶

在技术上是否成熟、人造奶是

否对人体健康无害等等问题，

都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人造奶在科学上有探索

的价值，要说取代牛奶，日子

还远着呢！”顾佳升表示。

张养东则将人造奶视为概

念和噱头。他认为，这么多年

了，人造肉依然无法取代畜禽

肉，反而是健康生态的畜禽肉

越来越受欢迎，这说明，天然

健康才是主流的消费观。“因

此，人造奶成不了气候。”

(何星辉)

人造奶取代牛奶？早着呢

抑制动物午睡的基因找到了

E 科技解码

E 新鲜事儿

虽然科技进步很快，但人造奶在技术上是

否成熟、人造奶是否对人体健康无害等等问

题，都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未来商店”的思路主要是为了提高运营效率、为工作人员

服务，这样可以让工作人员有更多时间和客户交互，而不是花费

时间在盘点整理货物上

借款人 担保方式 本金 利息

东营上林置业
有限公司

东营上林置业有限公司房产抵押，东营里奥置业有限公司房产抵押，东营上林置业
有限公司全体股东提供100%股权质押，东营里奥置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提供100%股
权质押，东营里奥置业有限公司、上海津辉投资有限公司、东营金盛置业有限公
司、孙承强、丁明、王忠、范友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123 . 58 7263 . 64

合计 15387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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