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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鼎里智创始人陈
林瑞表示，希望为中国的
基础材料领域贡献自己
的力量，在社会领域打造
体验中心、社区、居家、机
构“1+3”一体的智慧健
康服务平台，为需求者提
供服务。

东鼎里智创始人陈林瑞：

入局智能穿戴 希望改变人们的生活

燕小仟，70
后 ，四 川 达 州
人。加入新华保
险之前，她从事
过铝合金、烟花
爆竹、农家乐这
些行业，每天守
着 店 等 生 意 上
门，按部就班的

日子并没有让她真正实现自己的一
番事业。2005年，在经历了给家人购
买保险的良好体验后，她毅然加入了
新华保险，从业务员到业务经理，16
年时间，服务客户 500 余人，为 200
多个家庭送去保障。

不忘初心 不留遗憾
16年弹指一挥间，燕小仟经理从

当初一名普通的从业人员一步步晋
升成团队长。她认为把保障送给更
多的客户是保险人的责任，即使面对
客户的不认可，她依然会坚持自己的
使命。因为她再也不想体会曾经后
悔不已的感觉。那是她加入新华保
险的第二年，她向自己的闺蜜多次讲
解保险，并建议她购买一份重疾保
障，可闺蜜一再拒绝。万万没想到，
一年后，闺蜜突然检查出患有乳腺
癌，因为身体原因，闺蜜辞职在家休
养。当燕小仟去看望时，闺蜜略带责
怪地说：“为什么你当初不再多坚持
坚持，不强制让我买一份重疾保障

呢？”……从此，燕小仟便告诉自己：
绝对不能再让同样的悲剧发生。

快速理赔 保障到位
从事保险工作时间越长，身边出

险的客户也越多，无论是医疗报销，
还是重疾赔付，都让她感受到保险对
于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胡
女士，48岁，家里经营着建材生意，一
辈子的辛苦努力换来了如今衣食无
忧的日子。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
打乱了这个家庭幸福的生活。今年4
月，胡女士突感身体不适，医院检查
结果是腹膜肿瘤。燕小仟听闻后，一
边鼓励胡女士积极配合治疗，一边积
极帮助胡女士收集理赔资料，争取尽
快理赔。最终，胡女士手术非常成
功,也及时收到了新华保险的理赔
款，不仅报销了医疗费用，还获得了
一笔重疾赔付。胡女士激动地对燕
小仟说：“是保险守住了我的本钱，也
守住了希望与未来，我可以放宽心好
好养身体！”

燕小仟每一次对客户的用心服
务，都加深了客户对公司、对她的信
任，久而久之，她和客户也变得越来
越亲密。正如她所说，在这么多年的
经营下，她和很多客户都变得像亲人
一样。她自信地表示，她会在新华一
直干下去，也会继续把保障带给身边
的每一个家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董天刚

新华保险系列人物宣传

燕小仟：风雨历程不忘初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朱宁马梦飞

7 月 29 日中午，成都高新区，一
间很小的办公室里，刚刚赶回成都的
陈林瑞正在梳理近期的工作规划。
2012 年，他从央企辞职，和一帮志同
道合的朋友成立了四川东鼎里智信
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东鼎里
智）。

9年过去了，这家公司几经尝试，最
终瞄准了多参数人体感知智能穿戴赛
道。“因为介入早投入大，目前在这个赛
道，我们公司处于全国领先地位。”陈林
瑞说，未来，希望通过智能穿戴改变人
们的生活方式。

创业
勇闯智能穿戴赛道

从重庆大学毕业后，陈林瑞进入一
家外企，做通信和方案解决，由于无法
突破“瓶颈”，打拼 7 年后，他毅然选择
转换阵地，进入一家在川央企工作。不
久，在积攒了一定的经验和人脉后，他
有了创业的想法。

“最初都谈不上是创业，就是个体
户。”这就是陈林瑞对公司最初的“定
位”。2012年公司成立，最初的主营业
务是当时最火爆的交通通信和道路解
决方案，这也与陈林瑞所学的专业和工
作经历有关。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公司业务遇
到了瓶颈。陈林瑞说，重型交通通信需
求数量有限，道路解决方案逐渐被更加
先进的物联网取代，公司何去何从？

在寻找出路时，基于公司不断积累
的专利和知识产权，柔性织物逐步进入
陈林瑞的视线中。他判断，智能穿戴将
是世界衣物演化的潮流，于是决定进入
这一赛道。

“我们是做产品的，不是玩概念
的。”陈林瑞坚持一边做研发，一边寻找

出路。在这一思路的引领下，吸引了一
批科研专家加盟，形成了由多名海归博
士领衔，囊括人体通信、人工智能、人体
医学、数据工程等技术领域涵盖算法及
硬件研发、产品及行业应用的全栈技术
团队。

经过一系列的研发，公司拥有了
35 项软件著作权，24 项实用新型专
利，55 项发明专利，在物联网、可穿
戴、UWB、GIS、大数据等领域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逐步形成国产自主可控
的技术体系，拥有 GIS 信息系统、智能
物联网平台、柔性传感智能衣、智能
交互手套、增强柔性外骨架“机器人”
等平台及产品，逐步形成“柔性可穿
戴+人体数据分析+行业应用”的场景
化解决方案。

梦想
填补智能穿戴领域的空白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
国65岁及以上人群占总人口的13.5%，
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我要做的，就是为慢性病人和
老人提供持续检测。”陈林瑞说，公司
研发的可穿戴设备，通过在人体关键
部位集成的柔性传感器，实现对心
电、肌肉活动、呼吸频率、体温的实时
准确监测，依托高带宽的通信模块，
将采集到的生命指标传输到服务器，
用于对人员的身体状况实施实时监测
和预测分析，能够很好地检测人体状
态，预防慢性病，检测突发性疾病。
同时，这套设备还适用于团队训练、
竞技体育、医疗康复、水下、航空、空
间站等需要对人员进行实时监测的
工作场景。

陈林瑞说，他的梦想是能填补中国
在智能穿戴领域的空白。

对于未来，陈林瑞表示，希望为中
国的基础材料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社会领域打造体验中心、社区、居
家、机构“1+3”一体的智慧健康服务平
台，为需求者提供服务，力争 3-5 年内
上市。

反包
问：周四沪指高开，盘中探底回升，

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新华社7月28日晚发文称，行业

监管政策有利于中国长远发展。受此消
息提振，沪深两市大幅高开，创业板指收
涨超5%，盘面上个股普涨，锂电、光伏、
芯片表现最好，北上资金也继续净买入
42亿元。截至收盘，两市涨停117只，
跌停1只。从技术上看，沪深股指收出
连阳，深成指率先收复5日均线，两市合
计成交12494亿元，环比略减；60分钟图
显示，各股指均收复5小时均线，60分钟
MACD指标呈金叉或即将金叉状态；从形
态来看，深成指收复了半年线，最强的创
业板指不仅收复了所有均线，还收复了
60小时均线，K线出现了小概率反包形态，
这其实是笔者周一预判的同级别反弹的
一个延续，毕竟周二、周三的调整是由恐
慌导致。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
交、持仓均减少，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有所
增加。综合来看，创业板指收盘点位在
历史上首次超越沪指，其意义不可小视，
由于市场信心快速恢复，成交也未见明
显萎缩，短期市场有望延续反弹。

资产：周四按计划持股。目前持有
泽达易盛（688555）8 万股，华创阳安
（600155）46万股，浙江龙盛（600352）35
万股，康芝药业（300086）45万股，会稽
山（601579）40万股。资金余额4827344.42
元 ，总 净 值 22738844.42 元 ，盈 利
11269.42%。

周五操作计划：华创阳安拟先买后卖
做差价，拟择机买入五粮液（000858）不
超10%仓位，浙江龙盛、会稽山、康芝药
业、泽达易盛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日前，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关于修改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那么，本次
修订对比之前内容具体做了哪些修改？

在交通运输部 7 月 29 日召开的 7
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新闻
发言人孙文剑说，按照国务院的有关部
署要求，结合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行动工作安排，维护好卡车
司机、网约车司机等交通从业人员的合
法权益，切实减轻从业人员负担，推动
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交通运输部组织对
多个部门规章开展了修订，目前正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孙文剑介绍，《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主要修订内
容有两个方面：

一是对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许可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
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擅自
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等行为的处罚情
况进行了区分，并且调整了处罚额度。
其中，对车辆、驾驶员未取得网约车相
关许可的违规行为的处罚额度进行了

适度降低，从现行的“1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分别调整为3000元-10000
元，以及 200 元-2000 元。这意味着，
在没有取得运输证的情况下违规从事
运营，从过去罚款 10000 元-30000
元，现在调整为3000元-10000元；如
果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的情况下，违规从事运营活动，从过去
罚款10000元-30000元，调整为现在
的 200 元-2000 元。上述办法还在征
求意见中，对平台公司未取得网络预约
车出租汽车许可有关违规行为的处罚
额度没有进行调整。

二是删除了第三十六条中对“未携
带相关证件、甩客或者故意绕道行驶、
违规收费”等违规行为处罚相关表述。
对网约车驾驶员有关违规行为，将统一
按照《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
定》执行。在管理之中，出租汽车、网约
车司机违规的处罚金额从 50 元-200
元直接提高到200元-2000元，处罚金
额提高显然对司机约束力更强了，进一
步加强了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司机的
约束力度。 据新华社

网约车管理暂行办法拟修订
中途甩客或故意绕道处罚将加重

东鼎里智创始人陈林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