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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 奋斗者

一身运动装，成都智引擎
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
周鹏脸上随时挂着轻松愉快
的笑容。“你是……记者吧？”
还未表明身份，这个“人脸识
别”科技公司的CEO立马认
出了记者。

下海创业
追赶“人脸识别”的浪潮

2013年夏天，周鹏从公安局辞
职，与几个朋友合伙开了智引擎科
技有限公司。用他的话说就是“丢
掉了铁饭碗，投向了创业的浪潮”。

“我感觉‘人脸识别’将来是世
界的一个趋势。”于是周鹏义无反
顾，6年时间一直扎根在人脸识别的
技术应用上。

周鹏坦言，辞职创业后，最大的
感受就是“从甲方变成了乙方”。身
份的转变或多或少会有不适应，还
好有家庭的支持，加上乐观的心态
让他一直坚持了下来。“调节好心态
就好了，生存环境的残酷只能靠自
己去面对。”他乐观中透着坚强和义
无反顾的勇气。

创业开始，核心的技术、硬件都
没有，如何坚持下去？“不管面对什
么困难，我都以乐观的心态对待。
办法肯定比困难多，困难绝对会过
去的。”周鹏笑着回答。

“我们一边做外包，一边做研
发，几年时间就这样过来的。你说
有什么特别经验呢？其实也没有。
不断给自己造血，生存下去才是发
展的王道。”周鹏说得轻描淡写，但
个中艰辛可能只有自己才能深刻体
会。

迎战困难
做开放式“人脸识别”系统

好的资源掌握在大企业手里，优质
条件掌握在沿海。周鹏说，一个内地城
市，要想从硬件到软件做好人脸识别，困
难极大。

创业期间，周鹏接了一个项目，但因
当时他们的“人脸识别”技术还不太成
熟，只能向外求助。他们联系了国内一
知名企业，准备购买设备。当别人知道
他们的购买量只有10个时，直接就拒绝
了。这一点刺激了周鹏，让他下决心做
好技术研发。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于是，周
鹏和他的团队加大了研发和投入，从硬
件、从底层开始做，慢慢地做出了开放式
的“人脸识别”系统。

“小企业想做人脸识别，但没有硬
件、没有技术，大公司是不会提供这些
的。没有技术支撑，也没有二次开发的
可能。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可以自由二次
开发、全开放的人脸识别系统。”周鹏介
绍。

“这是一个开源的东西，不管大小公
司都可以用，只要你能做研发、做软件，
拿到我们硬件后，你就可以做成任何一
个想要的人脸识别产品。”周鹏自豪地
说。

面对竞争
主打中小企业市场

“在国内，就人脸识别来说，其实各
个厂商、大小公司都差不多，主要区别还
是应用方面。应用的领域不同，优势就
不同。”当问及他们的“人脸识别”系统竞
争力在哪时，周鹏首先明确。

“我们做的目标群体不一样，大型企
业看的都是智慧城市，成千上万上亿的
那种项目。我们是针对中小型企业的小
项目，做一个低成本、高性能、快捷的解
决方案。”周鹏补充说。

周鹏向记者展示了他们获得的一些
奖项并表示，他们的知识产权、发明专利
和实用新型专利等已积累了很多。

据周鹏说，在国内做这种开放式人
脸识别系统，他们应该是第一个。他们
不光是把硬件开放出来，同时还把软件
平台、通讯平台等全部都开放了。他们
搭建了一体化系统，别人在用他们的设
备开发人脸识别时，不再担心硬件、算

法、通讯等方面的因素，就可以满足各
种类型的应用场景。周鹏自豪地表示，
这是他们竞争力的一部分。2016杭州
G20峰会时，他们作为供应商提供了部
分设备，受到了政府相关单位的认可。

至于怕不怕别人超过？周鹏笑言：
“不怕，就算别人要‘超’，肯定至少先要
‘抄’半年。”

最后，周鹏透露，他正在考察东南
亚市场，看能不能把产品从中国输送到
国外去。

创业之路虽艰，这个乐观的前民
警，选择勇敢面对更加广阔和未知的空
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 宋尧

攻击网站截取他人信息
这个大学生黑客团伙“遭了”

一个以大学生等高智商为主要成
员的犯罪团伙，频频攻击国内多家知
名大型网络公司，非法截取他人信息，
获取高额非法利益。近日，在四川省
公安厅“净网2019”专项行动统一部署
下，警方经过两个多月的缜密侦查，成
功打掉了这一危害社会的非法黑客组
织，收缴黑客软件25套，追缴违法所
得近百万元。

今年7月，某公司在安全巡查时发
现，有黑客对该公司平台进行了黑客
攻击。在进行技术追查、分析后，该安
全中心随即向犯罪嫌疑人所在地的资
阳警方报警。

由于案情重大，四川省公安厅网
安总队专门抽调力量支持该案的侦破
工作。经过缜密侦查，四名犯罪嫌疑
人出现在警方视线。8月5日下午，警
方专案抓捕小组分兵两路赴江苏、重
庆两地对目标嫌疑人进行抓捕。8月
5日下午，正在重庆机场登机的犯罪嫌
疑人李某等二人被警方抓获。8月7
日凌晨，警方在江苏省启东市一酒店
内，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乔某等二人。

至此，四名涉案主要犯罪嫌疑人
被全部归案。行动中，警方扣押涉案
笔记本电脑6台、主机3台、作案手机6
部、收缴黑客软件25套。追缴违法所
得近百万元。

经查，嫌疑人乔某等人于2018年
6月在网上结识，逐步形成了网站漏洞
挖掘、钓鱼植入、微信养号、信息贩卖
等网络黑产团伙。

该犯罪团伙利用国内多个大型网
站的漏洞，侵入网站后台，植入钓鱼网
站后，盗取公民个人信息贩卖。该团
伙线条密、分布广，黑产交易涉及湖
南、安徽、河南、江苏及甘肃等多地。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据川报观察

宋真明从没想到，一次献血，
一个电话，会将他与一个素不相识
的生命联系在一起。

生于1986年的宋真明，现在
就职于彭州市综合执法局。

2019年5月，正在工作岗位上的
宋真明突然接到来自四川省红十字会
造血干细胞库的电话。“请问是宋真明
先生吗？您是否还记得几年前加入了
中华骨髓库？您的血样与一位血液病
患者配型成功了。请问您还愿意捐献
造血干细胞来帮助这位病人，挽救他
的生命吗？”原来，2012年12月，时常
献血的宋真明路过天府广场时，在一
辆献血车中献了血，而面对献血单上
“是否捐献造血干细胞”一栏，他想都
没想就打上了勾。“接到电话时感觉很
震惊，没想到这种小概率的事情会发
生在我身上。”宋真明感叹。据悉，非
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与患者配型成
功的概率仅有十万到二十万分之一，
而一旦配型成功，捐献者的造血干细
胞将可被用于治疗数十种血液疾病。

“能捐造血干细胞是一种缘分”

接到电话之后的头几天，宋真明
查了很多资料，内心也曾有疑虑。“其
实通过查阅资料，以及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的介绍，我发现捐献造血干细胞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对自己身
体不会有很大的影响。把这件事告诉
了家人朋友，他们也表示支持。”宋真
明说。据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库工

作人员介绍，配型成功的捐献者体检
通过后就可以进行造血干细胞的采
集，整个过程首先需要注射动员剂，促
进造血干细胞大量生长释放到外周血
中，然后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采血
过程与捐献成分血过程类似，不需要
抽取骨髓。由于造血干细胞拥有很强
的再生能力，捐献造血干细胞可以刺
激骨髓加速造血，捐献者的各种血液
成分在采集一两周后即可恢复正常，
健康不会受到影响。

在正式采集造血干细胞之前，宋
真明需要每天去省医院注射一针动员
剂，连续五天他都在彭州和成都市区
之间来回跑。采集完造血干细胞的那
天，宋真明收到了来自中国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的荣誉证
书。“为了拯救患者的生命，您于2019
年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您的这一人道
善举使患者获得了重生。”拿到证书的
那一刻，宋真明对着这几行文字看了
许久，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证书放进了
包里。

“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很少能碰到
这样的事。能通过捐献造血干细胞来
让一个人重新获得生命也是一件几率
非常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非常难得，
也是一种缘分。”宋真明说。

在完成采集后，宋真明的造血干
细胞混悬液将立即送往患者所在医
院，以便患者输入体内。

“一打完针就赶去上班”

五年前，宋真明结束了在国际慈
善机构里的工作，考入彭州市综合执
法局成为一名宣传工作者，连续两年

年度考核为优秀。打完第一针动员剂
后，宋真明立刻赶回单位换上制服，带
上相机，和同事一起出门开展工作。

“搞宣传工作不存在什么准时下班，大
队出去执勤或者有什么重要活动我们
就要去，不管是什么时间。”宋真明
说。当被问及有没有自己的工作照片
时，宋真明笑道：“我拍过的照片起码
有几万张，但是自己的工作照片只找
到一张。”

“宋哥是一个工作非常负责的
人。”同事贾维这样评价道。“国庆前我
们市搞了很多市政彩灯，但是这些彩
灯要晚上看才有效果。宋哥老婆在广
元那边上班，平时都是他一个人在彭
州这边带娃娃。当时他晚上要出去拍
照片，娃娃在家没人照顾，他就带起娃
娃在现场到处跑，拍照片拍到大半
夜。当时晚上还是有点冷，我都怕娃
娃感冒了。”而这只是宋真明工作的一
个缩影。

“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故事。”宋
真明这样说。单位走廊的墙上，挂满
了他和同事拍的照片。“像这张，他们
去山上，那边公路都不通，我们也要跟
着去，鞋子都走烂了。还有这张，照片
上的女城管穿着军大衣棉袄，因为她
当时在零下18摄氏度的冰库里面清点
货物，清了五个小时，只能借库管的棉
袄穿。”讲起照片背后的故事，宋真明
兴致勃勃，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他亲眼
所见。

“说不出为啥子，反正就是做了”

有人说，宋真明的这次配型成功，
是偶然中的必然。由于父母都是朴实

的庄稼人，平时吃苦耐劳，好善乐施，
宋真明养成了朴实实干、乐于助人的
品格。2008年汶川地震后，大学刚毕
业的宋真明在电视上看到灾区震后的
情况非常受触动，自愿报名前往广元
市下属最偏僻、受灾最严重的利州区
白朝乡进行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
作。两年内，宋真明深入利州区的贫
困村，帮助村庄进行灾后重建和产业
发展。随后，他加入了一个慈善机构，
致力于贫困乡村的产业发展，开展了
长达五年的扶贫工作，带领超过5000
户贫困农户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在2015年来到彭州市综合执法局
之后，宋真明也是出了名的热心肠。
辖区内有一个施姓女子几年前在某小
区门口违规摆摊做一些裁缝工作。宋
真明与同事接到投诉后一起前往整
治。他们向该名女子了解情况后发
现，该女子家里经济困难，老公患有尿
毒症，而她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在得知该女子家里的情况后，宋真明
和同事一起与附近另一小区的物管协
商，在该小区门口的岗亭旁为这名女
子设立了一个固定摊位。这样，她就
可以在摊位合法经营，补贴家用。小
区的居民在听说了施女士的故事后，
家里有些什么要缝补的衣物便都送到
她的摊位来，使她的收入得以维持日
常生活。

被问到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好人好
事，宋真明回答：“有的事也是我的职
责所在，是我该做的。作为一个普通
人，帮助别人也是我的初心，也说不出
为什么，反正就是做了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静 实习生 刘柯辰

成都智引擎创始人周鹏：
提供“人脸识别”内核
主打中小企业市场

“作为普通人，帮助别人是我的初心”
一个成都城市管理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故事

Chengdu

周鹏

成都今年将新开
3条轨道交通线路

10月15日，记者从成都轨道建设
公司获悉，明（2020）年将是成都轨道
交通新线开通的高峰期，将开通6号线
一二三期、8号线一期、9号线一期、17
号线一期、18号线一二期，共计5条
线路。届时，包括已开通运营的7条
线路，成都地铁线路将达13条，有轨
电车线路1条，运营里程达500公里
以上。此外，预计2019年年底将开通
5号线一二期、10号线二期、有轨电车
蓉2号线非首开段，共计3条轨道交通
线路。

2019年年底前开通：
5号线一二期 北起新都区香城大

道南侧华桂路站，向南止于回龙站。线
路全长49.02公里，共设车站41座，其中
地下站36座，高架站5座。

10号线二期 市域快线+机场专线
串联成都主城区与新津组团，全长约
27.04km，全线共设车站10座，其中地下
站5座，高架站5座。

有轨电车蓉2号线线路 呈Y形布
局，非首开段起于成都西站沿线经过望
丛祠、石牛公园等景点及西南交通大学、
西华大学等多所高校，抵达仁和站和郫
县西站。

2020年年底前开通：
6号线一二期 北起成都市郫都区，

途经高新西区、金牛区、成华区、锦江区，
南至高新区，全长47.4公里，共设车站38
座。

6号线三期 起于观东站（不含），途
经高新区、天府新区、至双流区，整体呈

“L”形走向，止于兰家沟站（含），全长约
22.08公里，全线设站18座（含已在建西
博城站），均为地下敷设。

8号线一期 南起莲花站，北至十里
店站。沿线主要经过双流区、武侯区、高
新区、锦江区、成华区。线路全长
29.1km，共设车站25座，均为地下站、其
中换乘站14座。

9号线一期 范围为三色路站（含）
至黄田坝站（含），全长22.18km，全线均
为地下线，共13座车站，其中换乘站有
11座，设计时速为100公里/小时。

17号线一期 串联成都中心城区与
温江、双流外围区域，线路全长约26.1公
里，共设车站9座，其中高架站2座、地下
站7座，设计时速达140公里。

18号线一二期 服务于成都市区与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之间，北起火车南站，
南至天府新机场，线路全长66.8km，共
设12座车站。 据四川在线

绵竹民警韩顺军
被追授公安一级英模称号

记者10月15日从德阳市公安局
获悉，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
安部作出决定，追授四川省绵竹市公
安局禁毒缉毒大队民警韩顺军“全国
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韩顺军自2008年从部队退役到
公安机关从事警务辅助工作后，继续
保持军人优良作风，勇于担当、顽强拼
搏，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
业绩。他曾面对特大泥石流灾害险
情，毫不畏惧、勇往直前，第一时间奔
赴抢险救援一线，冒着生命危险，及时
预警、成功营救一大批被困群众，被誉
为“救命警察”。

2010年被特批录用为人民警察
后，韩顺军牢记宗旨、忠诚履职，为严
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
作出了突出贡献，赢得了群众的广泛
赞誉。2019年3月13日，韩顺军在侦
办案件过程中，突发急性胰腺炎，经全
力抢救无效，于3月18日不幸牺牲，年
仅33岁。 据川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