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在做客《湾区会客厅》

以“创新+用心”打造智能“芯”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见习记者
张景璐报道：作为智能芯片领域的先
行者，成立于2008年的中科寒武纪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AI
芯片研发应用的创业公司。近日，中
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在做客珠海传媒集团知名电视栏
目《湾区会客厅》，分享该公司的智能

“芯”生态理念。
据王在介绍，目前，该公司聚焦

端云一体、端云融合的智能新生态，
致力打造各类智能云服务器、智能终
端以及智能机器人的核心处理器芯
片。

2018年 4月，美方不再向中兴
通讯供应高端芯片。该事件引发
国内芯片研发机构和相关企业的
思考：时代正在呼唤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中国芯。毋庸置疑，以芯片
为技术核心竞争力的新兴企业，也
将成为未来在全球范围内角力的
竞争者。当前，中国正处在AI 产
业发展迅速、5G布局较积极的时
期。

“人工智能是推动各个行业创新

的核心技术驱动力。”王在认为，芯片
正发挥“基石”的作用，为各行各业奠
定未来智能之路。同时，中国庞大的
市场环境也会为AI芯片的落地提供
优良的“试验田”。

2019年，不仅是芯片行业转折
性的一年，更是中国芯片的爆发之
年。

2019年 4月，粤港澳大湾区首
个先进智能计算平台在横琴落地。
横琴先进智能计算中心由寒武纪公
司研制的智能芯片提供基础算力。
未来将依托平台构建智能芯片的生
态合作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
产业结合，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
人工智能行业发展。

“落地横琴，一方面是为了服务
于大湾区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也
依托于大湾区的人工智能产业，帮
助教育、医疗等领域较快地完成其
产品的迭代和研发。”王在说，寒武
纪公司也在2019年交出了自己的

“答卷”：芯片“思元 220”的问世,
标志着寒武纪公司已经具备了从终
端、边缘端到云端完整的智能芯片
产品线。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已经有近
2000家芯片设计相关企业，中国芯
片企业占全球芯片营收的13%，中
国的芯片制造正在进入一个新时
代。王在表示：“未来，希望机器可以
更好地理解和服务人类，希望我们自
己的芯片能够提升人工智能的算力，
实现稳定、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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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4日，寒武纪在第21届高交会正式发布边缘AI系列
产品思元220（MLU220）芯片及M 2加速卡产品。

▶思元220-M.2边缘加速卡。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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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一石化厂发生火灾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 苏振华报

道：1月14日13时40分许，位于高
栏港经济区的珠海长炼石化设备有
限公司重整与加氢装置预加氢单元
发生闪爆，事故造成现场发生大
火。事故发生后，珠海市、高栏港区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成立现场指挥
部，有序开展各项应急处置工作，该
厂和附近工厂等单位人员安全撤

离。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昨日下午，接到警情后，应急管

理、消防救援、公安部门、高栏港区
等有关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施
救。珠海市消防救援支队第一时间
调派40辆消防车，200名指战员赶
赴现场处置，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
指挥中心调集广州、佛山、江门、中
山以及省消防总队特勤大队力量赶

赴现场增援。
经全力救援，截至昨日17时许，

现场明火已被扑灭，长炼公司当班
121人及周边厂区604人已全部安全
疏散撤离。经现场确认，事故未造成
人员伤亡，周边环境各项指标未出现
异常，未发生次生灾害。截至记者昨
晚23时发稿时，现场消防车辆还在
往起火设备喷水降温，以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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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广告管理规范

近日，珠海市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局起草了《珠海经济特
区户外广告设施和招牌设置管
理条例（修订草案）》，现对修订
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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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井盖破损会给市民出
行带来较大的安全隐患，针对上
周“随手拍”平台上曝光的部分
井盖破损缺失情况，责任单位已
将破损井盖进行更换，消除了安
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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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城市陷阱”

儿童假期视力保护

近日，东莞 5 岁男童乐乐
（化名）到医院检查出近视将近
1000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元凶”竟是家长买的早教学习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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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发物业致力于品质、管理、业务等方面再提升

树立行业新标杆 打造产业好品牌

采写：本报记者 王晓君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物业管理，服务是工作的
重中之重。在物业服务中，真
诚沟通与优质服务是拉近业主
与物业间距离的良方。

华发物业一直将“细心”和
“用心”贯穿在日常工作中。
2019年秋天，正在某小区巡逻
的保安班长接到队员报警，小
区某栋楼内散出浓烟。保安队
立即疏散人群，通知相关业主
并报警，当时，保安队的队员们
遇到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如
何控制火势。假如厨房内的煤
气瓶因高温而产生爆炸，将会
威胁到小区业主们的人生财产
安全。但房间内浓烟滚滚，能
见度较低，谁也不知道里面是
什么样的情况。在最危急的时
刻，经过专业培训的保安班长
果断地提着灭火筒冲进了浓烟
之中。扑灭火源、关闭煤气、开
窗通风一气呵成，全过程仅用
了六分钟，一场危机被成功化
解。

可以体现华发物业人员
“用心”服务的事例还有很多。
有一次，华发物业人员通过业
主窗台上薄薄的灰尘，判断出
该户独居老人可能患病在家，
及时将风湿发作的老人送往医
院；还有一次，物业保安注意到
一位出租车司神色略显慌乱，

便习惯性地记下车牌，最终帮
业主成功找回落在车上的五十
万元现金……

在华发物业，助人为乐的
现象更是层出不穷。无论是儿
童与家长走散，还是贵重物品
遗失，华发物业工作人员总是
第一时间出现，帮助业主解决
问题。华发新城二期一位业主
告诉记者：“只要是业主反映
的，物业公司都马上帮着想办
法解决。”而这都来源于“有我
在，您放心”的服务理念，以贴
心的服务让业主安心。

2019年，华发物业得到表
扬、嘉奖的拾金不昧、见义勇为
等行为，累计几千起。业主、各
合作单位的表扬信从未间断。
良好的口碑，伴随着华发物业
几十载的发展历程。

华发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华发物业作为国企，不断涌现的
好人好事现象体现了企业的社
会担当，也体现了华发品牌的社
会责任，相信只要坚持这样的服
务理念，企业一定能实现更大的
进步与发展。同时，华发物业也
一直秉承着美好的愿景，即社会
变得更加和谐，企业得到可持续
发展，员工成就自身价值，真正
实现社会、企业和员工的“三
赢”。

正气再提升：

有我在，您放心

华发物业自成立以来，获得了“中国
物业管理综合实力百强企业”“广东省房
地产物业管理十佳企业”“广东省现代服
务业500强企业”等称号。

规模在变，但华发物业作为国企的专
业、担当、服务的初心一直未变。品质提
升是“二次提升”的重头戏，华发物业相关
负责人表示，实现品质再提升，就要对内
出台品质“二次提升”标准措施，激励先
进，表彰优秀；对外精于品质，扩大影响，
半年内将 基础性服务再提高一个档次，
实现全国品质一体化。

立足于行业的金字塔尖，却不止步于
既定行业标准。在2019年5月的“2019
中国物业服务企业百强研究成果发布会
暨第十二届中国物业服务企业家峰会”
上，华发物业获得“2019中国物业服务百
强企业”第28名，同时获评“2019中国物
业服务百强满意度领先企业”。

华发物业长期探索研究，建立了两套适
合企业自身发展和内部管理的考核体系，即
针对现场服务的《规范服务考核标准》和针
对项目内部管理的《规范管理考核标准》。
同时，建立“品质督导员团队”，形成“总部品
质管理部门+ 项目品质督导员”上下互联互
通的品质监管团队，并且结合自身多年品质
管控工作实践，建立一套由人工检查、设备
监管、信息化配合的立体化、多维度品质监
管体系。此外，公司注重科技进步与创新，
引进现代管理服务理念与技术，现已全面实
现办公和日常管理服务现代化。

此外，华发物业2019年以“科技+”为
统领，“二次提升”为契机，通过科技创新赋
能社区经营业务。“优+ 管家”由物业人员
为业主提供家政、绿化管养等私家服务，并
通过与优质合作商合作，以求为业主打造
衣食住行全方位生活服务体系，为华发物
业服务“二次提升”提供增值服务基础。

品质再提升：

内心有标尺，业界有标杆

无论是高科技工具的使用，还
是方案的执行，都依赖于资深的人
力。实现幸福再提升，就是要进一
步提高员工幸福感，挖掘企业高潜
力人才，提高企业组织效能，做到
人才强企。

华发物业以“服务水平第一、
员工待遇第一、幸福指数第一、规
范管理第一”为发展目标，努力在
员工的工作、生活、学习、职业发展
等各个方面关怀员工，充分发挥工
会的帮扶作用，不断提升员工待
遇、改善员工住宿、就餐等条件，为
员工谋取实实在在的福利。同时，
公司各级领导也经常到各项目与
门岗、清洁员、维修工等一线员工

“零距离”接触，倾听员工心声，更
好地掌握了员工思想动态，凝聚了
人心。

为保障服务品质，华发物业定
期安排员工参加专业培训，从新员
工入职到老员工日常岗位技能培
训，让员工在培训中得到技能的提
升，以适应行业里不断出现的新变
化。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全年，
华发物业员工培训数高达7302人
次，累计培训时长达7330小时。
一系列的专业化培训，让该公司管
理规范化、人员专业化、服务标准
化。

2019年 3月，在《珠海经济

特区物业管理条例》知识竞赛中，
华发物业参赛代表潘凤、吴翠霞分
别获得比赛第一名、第二名，华发
物业获团体赛冠军和优秀组织奖
荣誉。

另外，华发物业大力支持员工
提升自我，鼓励员工边工作边学
习，员工成功拿到相关文凭后，公
司会报销大部分学费，并在升职方
面为其提供更多机会。

很多一线员工坦言，“团队氛
围好、工作干得比较开心，”是自己
愿意留在华发物业十几年的重要
原因。正是在这样良好的企业文
化氛围中，员工的贡献能够得到及
时的肯定、赞赏和奖励，从而使员
工获得满足感、荣誉感，并提升其
责任心，激励员工以更大的热情投
入到工作中。

2020年，华发集团迎来了集
团成立 40 周年，开启全新的征
程。站在新的起点，华发物业将紧
跟华发集团“科技+金融+产业+
城市”发展战略，继续秉承高端品
质服务精神，延伸基础服务，创新
增值服务，积极为客户提供更专
业、个性、细致的服务，在努力成长
为塑造粤港澳一小时优质生活圈
的重要力量的同时，朝着中国现代
化优秀物业服务企业的方向努力
迈进。

幸福感再提升：

多措并举助力员工提升自我

华发物业正气当先，做好拱北口岸的守护者。

华发物业用真诚服务业主。

华发物业是华发集团现代服务产业重要成员企业，创立于1985
年，是全国最早一批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国家一
级资质物业管理企业。

近年来，华发物业在快速发展业务的同时，以“弘扬正气、提升服
务”“有我在，您放心”等理念为根基，建立起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
和企业精神。2019年,华发物业进一步提出从正气、境界、品质、管
理、业务、幸福六个方面发力，全面开展“二次提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