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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呈
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
放及自主操控等新特征，推动经济社会各领
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2017年设
立专门资助渠道，推进信息科学、生命科学与
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利用自然科学的
范式和手段来开展教育科学基础研究。“这是
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对教育工作具有深远影
响和重大意义。另外，脑和类脑科学等重大
科学研究计划也把智能开发、培养与提升作
为一项重大任务。”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指
出。

人工智能可以让学习更高效，也给教育

界提出了新命题。杜占元就在思考，当机器
能思考的时候，教育应该培养学生什么样的
能力。他总结说，主要有这五方面的能力：自
主学习的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人际交往的
能力、创新思维的能力和谋划未来的能力。

这些能力，传统教育能够提供吗？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试图从

高等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来回答人工智能提出
的教育之问。

确定的是，教育方式得改。席酉民认为，
人工智能对大学教育的直接影响，是要求教
育者对未来所需人才有清晰认知。“国内很多
高校还在沉睡，心思还没转到探索未来教育
上来呢。”席酉民说。

他形容说，未来人才是世界玩家，是骑在

牛背上的人。“世界环境充满了复杂性、多变
性和不稳定性。也就是说，这还是头‘疯牛
’。我们的学生要怎样在这头牛上驰骋？”

对大学来说，要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就得
做融合教育。把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行业教
育、管理教育融合起来，把学习、实习、在岗和
创业融合起来。席酉民指出，大学也该变成
一个生态系统，它的作用，是整合创新生态所
需的资源,通过教育改变一代又一代人，通过
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重塑社会文明。

提出一个时代新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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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春节前夕，，好未来与清华大学联合好未来与清华大学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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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营吸引了练营吸引了17001700多名学生报名多名学生报名。。

好未来好未来AI LabAI Lab负责人杨松帆做人负责人杨松帆做人

工智能出身工智能出身，，是教育界的新人是教育界的新人。。人工智人工智

能在很多行业都有应用能在很多行业都有应用，，而他觉得而他觉得，，教教

育是人工智能应该而且可以大展身手育是人工智能应该而且可以大展身手

的新领域的新领域。“。“人工智能的最大价值是提人工智能的最大价值是提

高人效高人效。”。”他认为他认为，，当更好的教育资源能当更好的教育资源能

提供给教育的接受者提供给教育的接受者，，他们便能更好地他们便能更好地

生活生活，，为社会提供更大价值为社会提供更大价值。。

不仅是教育公司嗅到了人工智能不仅是教育公司嗅到了人工智能

的机会的机会。。学生学生、、学校和政府部门学校和政府部门，，都在都在

感受或者展望人工智能对教育这一古感受或者展望人工智能对教育这一古

老行当的改造老行当的改造。。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在瑞典留学的张雅兰习惯了每天在英语
流利说APP上打卡，再把截图发到朋友圈。

她成了这款软件的“志愿安利员”。“今
天学了两个课时，效率很高，加油加油！”“坚
持50天了，我直观的感受是我听力好些了。”
甚至到巴塞罗那旅游时，她还惦记着得学习
打卡。

吸引她的，是APP内的人工智能老师。
英语流利说CEO王翌介绍，他们自主

研发了英语口语识别评测技术，通过智能算
法，深度分析学员学习行为与学习数据，使
得课程内容能够有针对性地由浅入深、循序
渐进。根据APP的百人内测结果，在AI老

师的帮助下，经过两个月学习，60%的志愿
者至少提升了一个欧洲语言学习统一标准等
级。而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提高一个等级所
需时间为六个月。

软件的优势在于，他们有数据。过去五
年里，有大量用户用这一软件练习口语，为团
队打造中式英语语音识别引擎贡献力量。

人工智能老师有啥特点？王翌打了个比
方：人工智能老师吃的是电，挤出来的是知
识。

“而且，长久以来教育这个行业的基本矛
盾，就是持续增长的个性化需求和日益稀缺
的师资之间的矛盾。”王翌说。

乂学教育首席科学家崔炜有同感。他表
示，优质老师一是难找，二是一对一上课价格
昂贵，三是难以复制和批量生产。

人工智能能做的，是提供自适应学习产
品。

在本质上，它是在模拟一个优秀老师，
给每个学生个性化学习体验，帮助他们提
升学习效率。崔炜表示，利用人工智能，可
以做到精准的知识状态检测，为学生形成
学习内容画像，并进行个性化的学习内容
推荐。

“教育的未来基本上可以被个性化、高效
率这两个词概括。”王翌总结。

量身定制一名老师

在线教育企业尝试用人工智能解决教师
问题这一痛点，而人工智能企业科大讯飞则
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走进公立学校，打造
智慧课堂和智慧校园。

人工智能技术应该给教育带来怎样的价
值？

首先，它可以对数据采集的手段进行变
革。大量的“教”和“学”的过程化数据都以
视频、音频等方式存在，但此时，它们还不是
有价值的数据。科大讯飞教育事业群副总
裁王卓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
可以把音频内容转成文字，把手写内容转成
电子版，进行了转化之后，可以继续对课堂
教学场景进行分析。

其次，它还能为学校管理决策提供大数
据，让校方的决策能够更加有的放矢。

“人工智能要在教育领域应用，一定要

深入一线的‘教、学、考、管’环节。”王卓坦
言，人工智能技术还没有完全成熟，技术和
产品人员必须要到一线去了解教育的这些
环节，才能将技术与教育的应用场景结合起
来。而且，要让技术真正发挥作用，人工智
能就需要在常态应用中收集数据——比如
课堂教学、课堂学习和家庭作业等环节都应
在数据采集之列。“不过这些对供应商的服
务能力和资金能力都提出很高要求。”王卓
说。

在王卓看来，学校是数据采集的主战
场。科大讯飞的系统已经进入了一万多所学
校，每个学校都配有相关的硬件、软件和到校
服务团队。为了教育市场，这些费用全部由
公司承担。

不过，有钱也不能任性。毕竟，学校也
要掂量掂量，公司是否值得信任，能否对它

开放自己的教学数据。“学校不一定认你
啊。在起步阶段时，我们的路也走得很艰
辛。”王卓说。

百度也在和学校、教师进行合作。他们
选择了三个方向来做服务：教育知识图谱、教
育用户画像和教育数据智能。

一位哈尔滨虹桥中学七年级语文老师在
使用百度教育大脑，这个人工智能助手知道
他用什么版本的教材，教到哪一章节，还帮他
有机组织内容，从教案、习题、讲课稿到学案
各个方面进行系统化梳理。

试图将人工智能引入教育的公司们都表
示，他们期待各方合作。要撬动教育，不是一
家或者几家公司能够实现的目标。“我们希望
连接不同的教育从业者，连接科研机构、大公
司和创业公司里的高精尖人才，让人工智能
真正赋能教育。”杨松帆说。

打造一座智慧校园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
监管分局批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鱼县舒桥营业所更名为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鱼县万鑫营
业所，机构地址同时变更，现予以公告。

2018年3月7日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嘉鱼县万鑫营业
所

设立日期: 2005年1月26日
发证日期: 2018年3月7日
机构地址及邮政编码：湖北省嘉

鱼县鱼岳镇发展大道188号，437200
机构编码：B0018A342120029
许可证流水号:00598807
联系电话：0715-6338293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咸宁监管分局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监管分局公告

各县、市、区环保局、商务局、工商局、质监局，高新区
环保分局、高新区科经局、市工商局高新区分局、市质监局
城区分局：

为了减少磷排放，保护和改善水环境质量，按照中央

环保督察要求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在全市范围内禁止

生产、销售和使用含磷洗涤用品。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洗涤用品，是指洗衣粉、皂粉、洗衣膏、液体洗涤

剂、工业用净洗剂以及其他洗涤辅料等产品；无磷洗涤

用品，是指总五氧化二磷含量小于１.１％的洗涤用品；

含磷洗涤用品，是指总五氧化二磷含量大于等于１.１％

的洗涤用品。

二、全市范围内经营洗涤用品的单位和个人，禁止销

售含磷洗涤用品，改售无磷洗涤用品；工厂、洗衣店（房）、

医院、酒店、宾馆、招待所、美发美容业等生产和经营性单

位、个体经营者，禁止使用含磷洗涤用品，改用无磷洗涤用

品。

三、全市范围内销售的无磷洗涤用品，必须在其包装

的显著位置标明“无磷”字样；未按规定标识的，视为含磷

洗涤用品。

四、各县（市、区）及高新区应当采取措施，禁止生产、

销售和使用含磷洗涤用品，推广使用无磷洗涤用品。全体

市民应自觉使用无磷洗涤用品。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辖区内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含

磷洗涤用品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并负责禁止工业企业在生

产中使用含磷洗涤用品的日常监督管理。

商务部门负责禁止服务业经营者使用含磷洗涤用品

开展经营性服务活动的日常监督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禁止销售含磷洗涤用品的日

常监督管理。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禁止生产含磷洗涤用品的日

常监督管理。

五、违反以上规定的，由环保、商务、质监及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能依法依规查处。此前，各销售、使

用洗涤用品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当自行妥善处理库存

的含磷洗涤用品。

咸宁市环境环保局 咸宁市商务局
咸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咸宁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8年2月26日

关于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含磷洗涤用品的通知
减资公告

湖北工匠汽车零件有限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00MA492LLQ7G） 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公司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万元减
至人民币100万元，请债权人
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请求，逾期不提出的
视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湖北工匠汽车零件有限公司

2018年3月9日

雷凡遗失嘉鱼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15年11月6
日 核 发 的 嘉 鱼 县 晶 典 铝 材 店 注 册 号 为
422322700096163的营业执照副本,特声明作废。

高佳伦遗失嘉鱼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15年1月6
日 核 发 的 嘉 鱼 县 天 天 鲜 果 店 注 册 号 为
422322700066186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科学技术协会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咸宁温泉支行专用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Z5360000065901，账号：576868951664，特声明
作废。

许泽雄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商业险一份，
代码：AEDAAE0015D00，流水号：42001700819824，
保单号：PDAA201742120000064820，特声明作废。

许泽雄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交强险一份，
代码：AEDZAA2013Z00，流水号：42001701105295，
保单号：PDZA201742120000081560，特声明作废。

嘉鱼县潘家湾镇中心小学遗失位于嘉鱼县潘家湾
镇文化路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嘉国用（2000）字
第22470170号，登记面积为15282.66平方米，土地用
途为办公住宅用地（现为教育用地），特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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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发布72量子比特处理器

称未来可实现“量子霸权”
日前，在美国洛杉矶本周举行的美国物理学会年会

上，谷歌公司发布72量子比特的量子处理器，称这一设
备未来可实现“量子霸权”。

谷歌联合美国航天局等机构成立的“量子人工智能
实验室”5日说，谷歌对这一定名为“狐尾松”的72量子
比特处理器实现量子霸权持“谨慎乐观”态度。“狐尾松”
将为谷歌量子技术研究提供一个测试系统错误率及可拓
展性的平台，也将在机器学习上有很好的应用。

“狐尾松”是谷歌此前9量子比特处理器的扩展版
本，采用了相同方案进行耦合、控制和读出，但被扩展为
72个量子比特的阵列。谷歌称，这种量子处理器有望在
未来实现量子霸权。

量子计算机的基本单位是量子比特。通常来说，能使
用的量子比特越多，计算能力就越强。业界认为，如果量
子计算机能以足够低的误差有效操纵50个左右量子比
特，计算能力就能超越传统计算机，即实现量子霸权。

“狐尾松”要实现这一里程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将系
统错误率降到9量子比特处理器水平，即1%的读数错误
率、0.1%的单量子比特门错误率和0.6%的双量子比特门
错误率。降低错误率需要调试整套系统，包括软件、电子
控制元件和处理器本身。业界认为，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数
月时间。

比邻星曾爆发强烈耀斑
“烘烤”其行星

天文研究人员的一项最新发现可能要让那些期待地
外生命踪迹的人失望了：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比邻星
于2017年3月爆发了一次强烈耀斑，导致它的行星被高
能射线“烘烤”了一遍。

美国卡内基科学学会等机构研究人员发现，2017年
3月24日，比邻星亮度在10秒内上升了1000倍，随后迅
速回落。这是一次比最强烈的太阳耀斑还强10倍的恒
星耀斑。行星“比邻星b”在这次事件中受到的辐射，比
通常太阳耀斑爆发时地球受到的辐射高出约4000倍。

耀斑是恒星表面的突发闪光现象，通常会抛射出大
批高能粒子，就像平稳燃烧的火球突然喷出一股明亮的
火焰。研究人员认为，比邻星b在它近50亿年的生涯
中，可能曾多次遭受强烈耀斑袭击，即使表面曾有过液态
水和大气，也早就被摧毁殆尽，环境不适合生命存在。

位于智利的阿塔卡马大型毫米波/亚毫米波阵列望
远镜观测到了这次比邻星亮度的上升。一个研究团队
2017年提出，这次事件是比邻星周围的尘埃环散射光线
导致的。新研究重新分析观测数据后发现，亮度上升集
中发生在极短时间内，应该是耀斑爆发。

女性经常接触清洁用品
对肺功能有害

一项国际研究显示，经常接触清洁用品的女性将面
临肺功能加速下降的情况。

研究报告第一作者、挪威卑尔根大学的奥伊施泰因·
什瓦内斯说：“我们每天或每周都会对房屋进行清洁。因
此，对打扫房间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研究
人员分析了欧盟呼吸道健康调查项目6200多名参与者
的资料。在西欧9个国家的22个健康中心，参与者接受
了肺功能测试，并在20年的时间里参与了三次问卷调
查。

参与者在开始参加调查时的平均年龄是30多岁。其
中一半是女性，而85%的女性说家里的清洁工作是自己来
做。8.9%的女性参与者和1.9%的男性参与者是职业清洁
工。调查使用两种方法来评估肺功能：每秒的用力呼气量
和用力肺活量。

根据美国肺脏学会的资料，人的肺功能大约在35岁
左右开始逐渐下降。

在这项研究涵盖的20年时间里，那些既非清洁工、也
不在家里做清洁工作的女性肺功能下降最慢。相比之下，
那些一周至少使用一次喷剂或其他清洁用品的女性肺功
能下降更快。而从事清洁工作的女性肺功能下降是最快
的。

报道称，目前未发现接触清洁用品与男性的肺功能
下降存在相关性。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