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 城事 2018年4月12日 星期四

编辑：钟建军 美编：李艳梅 校对：周宣刚

烟台面向全市遴选重点企业(园区)，给予引才政策支持

申申报报成成功功可可获获““双双百百计计划划””人人才才配配额额

本报4月11日讯(记者 孙
芳芳 ) 4月11日，记者从烟台
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了解到，
为进一步发挥企业(园区)引才
用才主体作用，更好推动新旧
动能转换，制定了《支持重点
企业(园区)加快引进高层次人
才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根据办法，将面向全市

遴选重点企业(园区)，给予市
“双百计划”人才引进配额，助
推企业 (园区 )提升引才竞争
力。

《办法》中对支持范围有明
确的界定，重点企业主要是指
电子信息、食品加工、有色及贵
金属、高端化工新材料、装备制
造、汽车制造、医药健康等优势
产业和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共
享经济等前沿产业，以及现代
物流、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产
业领域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创
新企业。重点园区主要是指各
类科技企业孵化园区或产业园

区(基地)等。
《办法》中对申报条件也进

行了明确的规定，申报的重点
企业须在烟台市内注册并纳
税，具有较好的创新能力、经营
业绩和人才队伍建设基础，人
才管理服务工作规范，同时具
备一系列条件。如在创新能力
方面，近5年单位或个人获得过
省级以上科学技术奖励或市科
学技术最高奖、科学技术创新
奖、科学技术合作奖、自然科学
奖一等奖、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近5
年，单位或个人累计获得授权

的发明专利不少于5项，承担过
市级以上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等。

申报的重点园区管理服务
机构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正
式运营2年以上，运营状况良
好，同时具备被认定为市级以
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创业示范
园区或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等、
拥有市级以上技术创新平台等
一系列条件。

对于遴选出来的重点支
持企业 (园区 )将给与支持政
策。重点支持企业(园区)每两
年遴选一次，每次10个左右，

管理期2年。给予每个重点支
持企业(园区)2个“双百计划”
人才引进配额，2年内有效，所
得配额不占用所在企业年度
申报指标。重点支持企业 (园
区)面向市外海外新引进的全
职创新或创业人才，符合“双
百计划”标准条件的，由企业
(园区)报所在县市区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资格核
准，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组织评估论证，经市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审定后，确定为市

“双百计划”人才，享受相应政
策待遇。

近日，中国平安旗下“平安
脑”团队在AI+环保国际大赛

“异常能耗监测”(Power Laws:
Detecting Anomalies in Usage)
中摘得桂冠，这是继“平安颖
像”智能读片技术及AI作曲技
术荣获国际性大奖之后，平安
在人工智能领域再次斩获的一
项世界级大奖。近年来，平安在
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实力日臻
成熟，为平安在智慧环保领域
乃至智慧城市领域的进一步发
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次AI+环保国际大赛由
全球能源管理行业领导者施耐
德电气和国际知名数据竞赛社
区DrivenData联合主办，在环保
领域具备很高的关注度和影响
力。竞赛以“节能环保”为主题，
持续两个月，参赛队伍超过
1700支，涵盖新加坡南洋理工、
澳大利亚AGL Energy等国际
知名高校和研究院。

本次竞赛的目标是为环保
领域中的节能问题提供解决方
案。竞赛的数据来自世界各地
187个未知类型的建筑物、历时
7年积累的4000多万条真实用
电数据，最大的难点在于从如
此大量的数据中发现未被标注
的用电异常，以及在数量庞大
且类型复杂的用电异常中精准
发现与最终能耗最为相关的异
常点。参赛者需应用这些数据
进行建模，预测未来能耗、监测
异常情况，从而优化能源调度，
提供解决方案。

在为期两个月的比赛中，“平
安脑”团队将半监督学习、无监督
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与专业的
电力能源模型相结合，提供了一
套智能环保节能异常检测算法，
仅参赛一个月，便稳居榜首。

依托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
能力，平安科技团队挖掘出40
余万多个维度的显著异常，高

度还原了用电量的实际情况。
经过多轮结合实际情况的数据
分析和验证，最终精确识别出
上万个与实际能耗最强相关的
异常点，建立预测准确度最高
的数据模型。该算法能够识别
异常的能源使用行为，并针对
异常提供解决方案建议。本次
比赛检测到的用电异常点，在
现实生活中可以帮助这些建筑
物节省15%-30%的能源浪费。

数据显示，科学高效的异
常监测能够大大提高能源资源
的利用率、遏制浪费、减少排
放，运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协助能源监测，将为智慧环保
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带来更多帮
助。平安打造的“智慧环保云”
通过AI+技术，构筑社会良性互
动平台、打造环保大数据平台、
共享业务平台服务能力，旨在
助力政府职能部门推进智慧城
市发展、民众慧享绿色生活。

除AI+环保以外，近年来平
安已建立起贯穿人工智能主要
环节的应用场景，覆盖智能认
知、智能预测、智能风控和智能
服务。技术层面，人工智能深度
学习技术日趋成熟，达到世界
领先水平。其中，平安人脸识别
技术准确率达99 . 8%，声纹识别
文本相关准确率达99 . 7%，流
感、手足口病预测精度达90%以
上，慢阻肺预测精度达92%。此
外，医疗影像研究在国际医学
影像领域权威评测LUNA排行
榜上，分别以95 . 1%和96 . 8%的
精度取得“肺结节监测”和“假
阳性筛查”的双世界第一；AI作
曲在世界AI作曲国际大奖赛中
获得第一。

应用层面，平安人工智能
为客户提供智能双录、个人贷
款风控、中小型企业贷款审批
和智能客服等功能。人脸识别
累计调用量10亿人次，覆盖金

融、医疗、生活服务、安防等200
多个集团内外部场景。声纹识
别在APP登录、身份核查、黑名
单识别等10多种场景上线。微
表情通过远程识别实时抓取客
户微小的表情变化，智能判断
并提示欺诈风险，目前已在普
惠业务的贷款审核等金融业务
中得到全面应用。

中国平安表示，此次AI+环
保再获突破，表明平安在人工智
能领域和智慧城市领域的尝试
在不断深化和延展。未来，平安
将持续推进“金融+科技”双轮驱
动战略，通过科技驱动其在智慧
城市、金融、医疗领域中不断创
新，挖掘人工智能技术在多场景
的应用，在坚持将科技成果运用
于提升主业的同时，也逐步搭建
和完善生态圈与平台，将自身核
心科技能力外化，向社会输出科
技服务，致力成为世界领先的金
融科技公司。

平平安安摘摘得得AAII++环环保保国国际际大大赛赛桂桂冠冠 助助力力智智慧慧环环保保发发展展

动能转换 人才先行

4月7日上午，蓬
莱阁景区对本单位
住宿员工进行了安
全绳索使用和操作
方面的安全技能培
训，并模拟如何使用
安全绳索快速逃离
现 场 。通 过 这 次 培
训，增强了住宿人员
自我防范和自我保
护意识，掌握了基本
的自救逃生技能，更
好地防患于未然。

本报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韩
波 摄影报道

一、不管转多少钱，手续
费全免

转账全免费(含本地、异
地、同行、他行),实时到账（≤
5万元实时到账，150余家银
行支持)，转账限额可设置，
即安全又方便，随时、随地办
理转账业务，无需前往网点
或携带电脑。

二、转账额度高
开通K令单笔限额提升

至50万元(日限额共50万元)，
开通K宝单笔限额提升至100
万元(日限额500万元)。

三、2万元以下转账缴费
免介质

自己在掌银中开通快E
付，每天2万元以下无须使用
安全认证工具，更加方便。

四、ATM无卡取现，摆脱
忘带卡烦恼

登录农行掌上银行，点
击“无卡取款”，按提示完成
无卡取款预约，到农行任一
自动存取款机进行现金提
取。在待机界面选择“无卡取
款”，输入预约手机号码及银
行卡取款密码提取现金。

五、一键交费，省时省事
省力

交纳手机话费、水电费、
党费、学费，突破时间和地点
限制，不过是动动手指的事
儿。

六、快E宝，实时转入转
出

实时查看收益，实时赎
回，比余额宝更方便，目前7
日年化收益率在4%以上。

七、定活互转，随时搞定
卡中闲置的活期存款转

成定期，用时随时支取，可多
次部分支取，再也不用天天
跑银行了。

八、大额存单，分段计息
更贴心

3年期利率3 . 85%，资金
支取灵活，提前支取按实际
存期分段靠档计息。

九、高收益理财产品轻
松抢

拼手速的时代，购买理
财产品、投资理财来农行掌
银，“一指”搞定。

十、信用卡还款分期全
在手

使用和还款情况实时掌
握，绑定工资卡约定还款，避
免忘记还款，让您花钱、还钱
不用愁。

开开通通农农行行手手机机银银行行的的十十大大好好处处

恒恒丰丰银银行行莱莱阳阳支支行行蝉蝉联联““省省级级文文明明单单位位””称称号号

近日，山东省精神文明建
设委员会授予恒丰银行莱阳支
行“省级文明单位”称号，这是
该行连续四年荣获此项称号。

近年来，恒丰银行莱阳支
行高度重视文明单位创建工
作，坚持金融服务和精神文明
建设两手抓、两手硬，取得了支
行业务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
双丰收。2017年，该行坚持把党
建工作贯穿于创建工作的全过
程，以党建促创建，多次组织干
部员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开展“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为契机，坚持把文明单位创建
融入该行发展各项工作中，做
到文明单位建设与支行工作同
部署、同推进，统筹兼顾、互相
促进。

恒丰银行莱阳支行以文明
创建为契机，将履行社会责任
做到实处。

该行在当地开展了结对扶
贫、资助贫困学生等捐款活动，
为扶贫村儿童捐赠书包200套；
建立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深
入开展一系列公益活动，不断
传递正能量，积极推进当地文
明城市建设与市民文明素养提
升。在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推

动下，莱阳支行先后荣获烟台
市AAA级“劳动关系和谐企
业”、烟台市“市级文明单位”、
莱阳市“先进企业”等荣誉称
号。

恒丰银行莱阳支行相关负
责人表示，该行将以此奖项获
得为契机，持续增强创建工作
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继续加强
文明规范服务，充分发挥网点
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环境优
美、服务高效等优势，实现业务
经营与文明创建工作“双促进、
双发展”，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水
平，为当地经济发展增添新的
活力。(通讯员 田维福 薛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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