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下旬，由大众日报与完美(中国)有限公
司山东分公司联合举办的“榜样齐鲁——— 山东
百所高校优秀志愿者总评榜”大型公益活动正
式启动。该活动将陆续走进山东大学、中国海
洋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山东财经
大学等全省100所知名高校，选拔评选10名“山
东百所高校志愿者”，并将对我省高校优秀志
愿者的事迹进行重点宣传报道。

根据教育主管部门公布的情况，高校大学
生志愿者，已经成为我国阵容强大的志愿者队
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年寒暑假，这些大
学生志愿者都怀着满腔的热情和舍己为人的奉
献精神，奔赴到助学、助困、支教等最前线，
用他们的爱心、真诚与执着，谱写了当代大学
生奉献自我、自强不息的动人篇章，这些可爱
可敬的大学生志愿者成为当代社会学习的榜样
和楷模。我省一些重点院校的学生志愿者的事
迹，经各级媒体报道后，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
热点，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师范大
学、青岛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山东建筑大
学、山东农业大学、山东英才学院、山东政法

学院等高校的志愿者工作取得的优秀成绩也
得到了教育行业专家和广大学生家长的认可
和称赞。

为进一步弘扬我省广大大学生志愿者的这
种乐善好施、勇于挑战自我、勇于奉献的品
质和精神，传播积极向上的社会正能量，大
众日报联合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举
办的“榜样齐鲁——— 山东百所高校优秀志愿
者总评榜”大型公益活动，将通过校园招
募、师生推荐、读者评议、专家评审等环
节，评选产生10名“山东百所高校志愿者”，
并 将 通 过 大 众 日 报 或 其 客 户 端 “ 新 锐 大
众”，对优秀大学生志愿者的事迹进行广泛
宣传和报道，以期社会涌现出更多更优秀的
志愿者加入到助学助困事业中来。根据活动
具体安排，此项活动将率先在山东大学、山
东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等高校启动，然后，
活动组委会将分别走进我省其他高校进行各
种方式的宣传推广。

作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完美(中国)有限公
司一直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公益活动，先后组织

或参加了我省及全省17市举办的几十项扶危济
困的爱心活动，以高度的社会责任心赢得了社
会的广泛认同和赞扬。2004年共青团中央授予
完美公司“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特别贡献
奖”；2006年完美公司被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评
为“全国百家明星侨资企业”；2007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卫生部等三部门授予完美公司“无偿
献血促进奖”；同时，古润金董事长还六次荣
获国家民政部颁授我国公益慈善领域最高政府
奖──“中华慈善奖”。2016年，完美(中国)有
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与大众日报联合举办了面向
我省所有高校师生的大型公益助学活动———
“寻找山东高校最美支教学子”活动，整个
活动历时一年，活动组委会走进了我省30多所
本专科院校，先后有三四万名高校师生热情
加入到这项公益活动中来，有30多名支教学子
的事迹被大众日报或新锐大众、大众网、齐
鲁壹点等媒体宣传报道，引起了我省教育主
管部门及相关高校的关注和重视，为引导我
省高校学生工作的良性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
极推动作用。

本报与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再推公益助学活动

山东百所高校优秀志愿者总评榜正式启动

9月21日，联想创新科技大会济南峰会成功
召开。联想展示了在AI领域的战略布局，以及
在智能互联时代智慧化的实力。峰会现场，联
想与北京大学举行了国内首个高校温水水冷超
算平台的交付仪式，为北京大学各学科的科研
提供技术支撑。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数据中
心业务集团中国区总裁童夫尧、联想集团副总
裁、首席研究员田日辉等出席了此次峰会。

全新时代变革 智慧计算赋能AI

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新时代，“联想的使命
是成为这一轮‘由AI驱动的智能变革’的推
动者和赋能者。”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数据
中心业务集团中国区总裁童夫尧表示。

联想提出通过“设备+云”“基础设施+
云”两大战略，为人工智能提供从前端到后端
的全面支持。联想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布
局，得益于在人工智能三大要素ABC——— 算

法、大数据和计算力上的优势。算法层面，联
想提供基于AI平台的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和根
据不同行业的应用场景算法；大数据层面，联
想拥有超过12PB的国内最大制造企业数据集
群，同时在全球建有9个数据中心；计算力层
面，联想充分发挥作为系统厂商在软硬件集成
的能力，提供软硬件全局优化的方案。

完整智慧架构 让计算更智慧

AI盛行的当下，强大计算力要有强大基
础设施做支持。联想数据中心业务集团不久前
发 布 了 全 新 的 I T 基 础 设 施 产 品 — ——
ThinkSystem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产
品组合以及ThinkAgile软件定义的解决方案，
满足不同类型客户对于计算力的不同需求，为
企业智慧化转型提供可靠的基础支撑。

AI发展的另一重要基础是数据。联想集
团副总裁、首席研究员田日辉表示，在当前由
人工智能驱动的变革时代，联想正在通过自身

的最佳实践积累和积极的产业布局，努力成为
这一轮由AI驱动的智能变革的推动者与赋能
者，推动中国企业智能数据转型升级。

里程碑式见证

联想交付北大HPC公共平台集群

助力AI发展进程中，联想成功交付北京大

学高性能计算校级公共平台集群，为北京大学
的科研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持。北京大学高性能
计算校级公共平台集群在国内率先采用了常温
直接水冷技术解决CPU和内存散热问题，系统
性能良好，节能效果显著，LINPACK效率达到
92 . 6%，PUE值达到1 . 1，居于国内领先水平。

北京大学计算中心主任张蓓表示：“平台
的顺利交付对于北大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意义
重大，能够有效提升学校的科研支撑能力，提
升北大在国家重大项目上的竞争能力，提升学
校办学实力和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智能互联时代，联想以“设备+云”、
“基础设施+云”战略为引领，通过设备端的
智 慧 化 互 联 和 新 型 的 I T 基 础 架 构
ThinkSystem、ThinkAgile，AI平台、LEAP大
数据分析平台，以及针对不同行业需求的智慧
化解决方案，联想已为行业客户构建起一个全
维度的智慧化转型框架。未来，联想将继续发
挥在产品和解决方案上的创新能力，开启智慧
计算的新纪元。 （洪霞）

把握AI风口 让计算更智慧

联想创新科技大会济南峰会成功召开

9月19日，旨在以教育提升人类福祉的
“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单项奖一丹奖”公布了首
届获奖者名单，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Caro l
S.Dweck和哥伦比亚新学校基金会(Fundación
Escuela Nueva)创办人兼总监Vicky Colbert分别
获得一丹教育研究奖和一丹教育发展奖。每名
获奖人将获得3000万港币(约387万美元)奖金，
以此鼓励他们在推动全球教育革新的杰出贡
献。与此同时，一丹奖基金会同时宣布由经济
学人智库设立的“全球教育未来指数”。该指

数为全球首个全方位教育指标，评估代表全球
88%国内生产总值及77%人口的35个经济体的教
育系统。

一丹奖评审委员会主席Koichiro Matsuura
博士表示：“一丹奖首届结果令人鼓舞，我们
从中看见无尽可能。我们是按四项准则评核候
选人的成就，分别为可持续性、前瞻性、创新
程度及革新能力，获提名的学术研究及教育发
展项目在各方面均超越水平，对社会作出莫大
贡献，实在令人敬佩。” （洪霞）

□洪霞

在腾讯内部，还有一款秘密产品全民K
歌，注册用户数达到4 . 6亿。这到底是怎样一
款产品呢？9 . 27日，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举办
“全民K歌泛音乐生态发布会”，腾讯音乐娱
乐集团CEO彭迦信致欢迎辞。腾讯音乐娱乐集
团副总裁侯德洋发表《从听到唱，一首歌背后
的在线音乐联动矩阵》主题演讲。

据悉，全民K歌是一款以年轻用户为主，
覆盖全年龄段的产品。由于是社交巨头腾讯的

内部创业产品，人们可以一键将微信、QQ好
友导入为K歌好友，唱歌不再“自说自话”，
能实时获得众多好友的关注。全民K歌用户基
本是覆盖了全年龄层的用户，其中，大中学生
13—22岁年龄段是占了将近70%。目前用户圈
层内大概分为四类用户，一是海量的底层用
户，他们拥有自己的熟人关系链；二是从底层
用户中发掘出来的素人音乐人，这群用户能够
形成追星的效应；三是抱团用户，即拥有相同
唱歌爱好的“家族”；顶层用户依托平台的力
量，具有成为明星的潜质。

在互动层面，全民K歌也在不断进行改
进与创新。从最初的私信合唱功能、举办官
方大赛、开设直播再到近期的在线歌房、短
视频功能，都传达出这款K歌软件在社交属
性的延伸上所进行的尝试。人们还可以和这
些好友隔空对唱、录制合唱视频，而是与志
同道合的歌友们创建线上K歌比赛。有意思
的是，全民K歌里，除了上述群体，大叔大
妈以及刚刚退休的这一群体也特别活跃，一
点不亚于年轻人。

作为全球首款熟人社交K歌应用，全民K

歌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K歌音乐平台，腾讯音
乐娱乐集团社区产品部副总经理计鸣钟讲述全
民K歌打造平台、内容、硬件、O2O四大生态
以及明年计划。基于“听看玩唱”的核心战
略，全民K歌近期在“唱”领域，进行智能生
态布局，全民K歌将开展的原创以及唱将音乐
人的扶植的星途计划”，以大赛的形式来进一
步挖掘更多的创作以及唱将人才，将继续通过
数字专辑、歌曲分成、歌友见面会、音乐节等
多种方式，为更多具有才华的音乐人提供作品
曝光和盈利的机会。

全民K歌：从草根到专业平台的音乐链条的大闭环

9月26日，在全国百家知名药企的共同见证
下，济南同科医药物流有限公司与京东物流在山东
济南签署合作协议。本次与京东物流合作的济南同
科 总 部 位 于济南 高 新 区 ， 母 公 司 同 科 股 份
(837833 . 0C)2016年6月挂牌新三板，并入围创新层序
列。目前，济南同科已成为山东医药仓储物流服务
领域的龙头企业之一，配送范围覆盖全省17市。根
据合作协议，济南同科将负责提供符合GSP要求的
仓储服务，并提供符合GSP要求的储存、养护、出
库等服务，而京东物流则提供运输车辆、运输司
机、干线配送、终端配送等服务。 （陈川）

国庆中秋长假在即，此刻坐在办公室里，你的
心是否早已飞向那一直存在于别人的朋友圈让你羡
慕却从未到达的远方呢；面对购物车里心仪已久的
商品，你是否做好又一轮剁手的准备呢；最爱的她
是否又一次向你提起想要iPhoneX做礼物呢；新房
还没装修设计、墙面地板到底用什么颜色、卧室客
厅应该选哪个风格？9月30日—10月8日，银座家居
双节狂欢惠活动全场爆款家居商品3折起售，让你
畅快购物不用“剁手”，充值满2000加赠100元，
购物满额再送iPhone8、iPhoneX、松下60吋液晶电
视、西门子双开门冰箱等顶配家电组合，当然还有
更加重磅的迪拜游、金条、1000个现金免单大奖。
拿上护照就出发，银座家居带你去看哈利法塔！

“一丹奖”首届获奖名单出炉

银座家居十一优惠活动启动

京东联合济南同科
共建医药云仓

9月23日，美国悦宝园早教济南高新万达中心
盛大开业。百余个家庭受邀参加了开业典礼，并参
与了悦宝园课程展示，见证纯正美式双语早教的实
力风采。据了解，悦宝园是济南众多早教机构中唯
一一家由外教执教的早教中心，由美国旧金山州立
大学婴幼儿教育专家、国际注册亲子教育指导师担
任教学总监，任教老师均精通英文和幼儿教育，中
心所有课程均采用中英文双语教学，创新的卡通情
景化教学环境能激发宝宝丰富想象力，让宝宝更好
更快地适应学习环境。

美国悦宝园早教
济南高新万达中心开业

9月23日，齐鲁星少年——— 2017山东省少儿才
艺大赛在济南启动。据介绍，大赛将在全省各大赛
区陆续展开海选和决赛。大赛分为学前组和小学
组，设置书画和表演两个大类，若干个专业。即日
起，大赛组委会面向山东省内小学、幼儿园、青少
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及艺术培训机构学员等开放
报名，或通过大赛组委会电话18754169028、0531—
85196566咨询报名。

齐鲁星少年———
山东省少儿才艺大赛启动

大众日报与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于2016年联合启动的“寻找山东高校优
秀支教学子”活动资料片

如何才能准确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目前，
激素检测特别是抗缪勒管激素(AMH)被认为是
评估卵巢功能和储备能力最有效和敏感的指
标。“有研究显示，女性生育高峰约在22—25
岁，32—37岁以后迅速下降，45岁以后妊娠率
极低。但并不代表实际年龄就等于卵巢年龄，
更不能与卵巢储备功能划等号。”武汉同济医
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章汉旺教授强调，

“有很多育龄年轻女性的卵巢年龄已经衰老、
卵巢储备功能下降；也有年纪大但卵巢年龄很
年轻的例子，其卵巢储备功能也仍然良好。”
罗氏诊断中国专业诊断部临床价值市场部副总
监郑佩珊女士表示：“作为全球及中国体外诊
断领域的领导者，罗氏诊断始终致力于为提高
女性生殖健康及实现优生优育、制定生育计划
提供科学指导。”

提前检测卵巢储备功能

制定属于你的生育计划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数据中心业务集团中
国区总裁童夫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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