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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中科院苏州医工所
获悉， 该所科研人员新近研发
出一种可以高灵敏度检测微小
核糖核酸（miRNA）浓度的新
方法。 由于微小核糖核酸的浓
度在多种癌症发生、 发展早期
就会出现异常， 这种新方法的
推广使用， 有望帮助更多人尽
早发现和诊断癌症。

微小核糖核酸是一类长度
为 18至 25个核苷酸的小核糖

核酸，它在调节细胞分化、增殖
和死亡中发挥重要作用。 医学
研究表明，肺癌、胰腺癌、结直
肠癌等多种类型的肿瘤细胞，
都会导致人体特定微小核糖核
酸浓度异常。 与传统肿瘤标志
物相比， 检测微小核糖核酸有
助于在癌症发展的极早期就发
现疾病征兆。也正因此，它被称
为寻找早期癌症的“指纹”。

此次， 科研人员采用几十

个银原子组成的团簇作为荧光
信号源，来检测微小核糖核酸的
浓度。在没有微小核糖核酸存在
的条件下， 信号源发出红色荧
光，当样本中存在微小核糖核酸
时，红色荧光转变为黄色。 微小
核糖核酸浓度越高，原本的红色
荧光越弱，黄色荧光越强，比较
两种荧光的强弱，就能精确获知
微小核糖核酸的浓度。

“新方法不仅可以检测血液

样品中的微小核糖核酸，还能与
影像学检测结合，指示病变发生
的具体位置。跟以往同类检测方
法比，它的分析性能更优，而且
操作便捷、条件简单，应用推广
更加方便。 ”负责此项研究的苏
州医工所研究员缪鹏说。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
表在国际权威传感器类期刊
《传感器与执行器 B：化学》上。

/�新华社

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新能
源汽车销量增加成为中国车
市近年来的一大亮点。 尽管近
期面临下行压力，第二季度中
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仍大幅领
先欧美市场。

根据全球科技行业调研机
构 Canalys 最新数据，新能源
（电动、燃料电池和插电式混合
动力汽车） 汽车占 2019 年第
二季度中国新车销售的 7%，
环比上升。相比之下，新能源汽
车仅占第二季度欧洲新车销量
的 3%，在美国仅占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
显示，今年 1-7 月中国新能源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0.1 万辆
和 69.9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
增长 39.1%和 40.9%。

Canalys 首 席 分 析 师
Chris�Jones 说， 新能源汽车

在欧洲和美国的普及率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仍将落后于中国。
他解释说， 欧洲和美国的新能
源汽车总销量仍然疲软， 车辆
选择有限， 各国政府支持力度
不一，充电网络仍在拓展。

中国对新能源汽车行业
的鼓励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Canalys高级分析师刘健森表
示，中国政府给新能源汽车买
家提供了多种激励和经济补
贴，包括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
购置税、给新能源汽车上牌的
便利措施。 这些举措对推动新
能源汽车市场效果显著。

但补贴减少和竞争增加
让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面
临不小挑战。 经过 3个月的过
渡期，6 月 25 日后新能源汽车
的地方补贴正式取消。 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7 月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8.4 万辆和 8 万辆， 同比分
别下降 6.9%和 4.7%。 在有新
能源汽车业务并已发布上半
年财报的上市公司中，绝大多
数净利润同比增长为负。

受新能源汽车补贴最近被
大幅削减的影响， 新能源汽车

制造商和电池供应商比亚迪已
下调 2019年的销售目标。

刘健森认为，中国的新能
源汽车初创企业蔚来、威马等
将面临压力，而特斯拉则将迎
来机遇，并将从其产品享受豁
免车辆购置税的利好中获益。

/新华社

光大银行率先成立
数字金融部 力推数
字化转型升级

近日，记者了解到，出于战
略考虑, 光大银行已将原电子
银行部更名升级为数字金融
部， 更名升级文件已于 6 月初
在全行内部发布。由此，该行成
为业界率先成立数字金融部的
银行。

据了解， 升级后的数字金
融部为全行个人及企业数字金
融业务的统筹管理部门, 致力
于进一步落实数字金融战略，
推动全行数字化转型升级，构
建以敏捷和科技为主题的共享
生态圈。

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光
大银行数字金融在部分领域已
经初步形成光大特色与领先优
势，包括秉持“开放”发展理念，
通过账户及存贷汇等各类综合
服务解决方案的开放输出与对
外合作， 已初步构建形成较完
整的开放银行体系； 孵化诞生

“云缴费”“云支付”“随心贷”等
多个名品，积极践行普惠金融；
以手机银行为核心初步形成移
动金融生态链， 提供“金融 +
生活”一站式便捷服务；对公渠
道平台化转型不断加速， 行业
综合解决方案助力企业客户数
字化转型发展。

未来， 光大银行将进一步
发挥自身优势， 找准金融服务
重点，强化金融服务功能，以移
动金融生态链和开发银行体系
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大众生活，
通过提供开放、创新、高效、绿
色的数字金融服务， 积极践行
社会责任，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助力人民实现美好生活。

/记者 宋佳静 报道

市场调研机构IDC近日发
布的一份行业报告预测，未来五
年中国网络安全市场增速将继
续领跑全球， 到2023年中国市
场规模将增长至179亿美元。

根据IDC近日发布的《IDC
全球半年度网络安全指南，
2018H2》，2019-2023年中国
网络安全市场总体支出的复合
年均增长率预计为25.1%，远高
于9.44%的全球平均水平。

IDC预测，2019年中国网络
安全市场总体支出将达到73.5
亿美元。安全硬件在今年中国网
络安全整体支出中将继续占据
绝对主导地位， 占比高达
62.8%；安全软件和安全服务支
出比例分别为16.7%和20.5%。

从行业上来看，政府、通信、

金融仍将是中国网络安全市场
前三大支出行业，占中国总体网
络安全市场约六成的比例。

IDC中国网络安全研究经
理赵卫京说：“未来五年，中国网
络安全相关硬件、软件和服务市
场投入将继续保持全面快速增
长趋势。面对全球频发的数据泄
露、恶意勒索、定向威胁攻击等
事件， 以及合法合规的政策要
求，政府及企业级用户将持续加
大对企业信息系统基础安全防
护能力的建设。 ”

这份报告指出， 中国已成
为除美国以外网络安全支出最
多的国家。虽然中国网络安全投
入在整体IT投入中的占比有所
提升，但相对于全球平均水平仍
有较大差距。

IDC预计， 到2023年全球
网络安全市场相关支出有望超

过1500亿美元。
/新华社

人工智能可助识别
分析野生黑猩猩

日本京都大学一个研究
小组最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成功从野生黑猩猩群体的视
频中识别出个体面部特征。这
一研究有助于认识和分析野
生黑猩猩群体的社会网络及
其变化。

研究小组以西非几内亚
的野生黑猩猩视频录像为研
究对象， 利用英国牛津大学
研发的一种名为“CNN”的面
部识别深度学习技术， 对几
内亚森林中 23 只野生黑猩
猩个体共约 1000 万张面部
图像进行解析。

研究结果显示， 人工智能
技术对野生黑猩猩面部识别成
功率达到 92.5%， 性别识别成
功率达到 96.2%。 研究小组以
此为基础，成功解释了长达 14
年的野生黑猩猩社会结构变化
等， 也分析了野生黑猩猩群体
的社会网络， 诸如个体之间的
亲疏远近关系。

研究小组称，这次研究提
供了一种新的（野生动物）野
外研究分析方法， 同时对野
生黑猩猩的社会变化有了多
角度的新认识。 研究成果已
发表在美国《科学进展》杂志
网络版上。

/新华社

据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
医院介绍，相隔50公里、跨越两个
城市的这场超声检查是东北地区
首次开展的5G远程超声体验。

“这是我们超声科医生期
盼已久的5G时代， 它让远程超
声检查、会诊成为现实。 ”盛京
医院超声科主任任卫东教授一
边兴奋地介绍， 一边展示了另
一项超声“云”技能———5G远程
超声会诊，他“零延时”调阅抚
顺当地医院的超声影像数据，
就好像把盛京医院超声诊室和
专家全部“搬到”了抚顺。

据介绍， 得益于5G的大带

宽、低时延、广连接，传统超声
设备借助远程超声系统和智能
机械手臂，将成为医生们的“千
里眼”，通过5G网络实时回传超
声图像和数据，实现远程扫查、
异地响应、辅助诊断等。 智慧医
疗实现了专家“分身有术”。

任卫东重点强调了“实时”
对于远程超声医学的重要性。
他说， 超声检查是一个动态演
变的过程，对影像实时、连续的
要求非常高。 5G解决了4G时代
传输延时、图像不清晰的瓶颈。

盛京医院党委书记赵玉虹
说， 在基层医院超声诊断技术

能力相对不足的情况下， 三甲
医院在收到基层医院发起的远
程诊断请求后， 安排专家操作
远程设备， 在基层医院的配合
下进行远程会诊、 远程诊断并
指导治疗方案， 可以让偏远地
区患者在“家门口”享受与三甲
医院一样的超声诊疗服务。 同
时， 上级医院专家可以借助这
套系统进行专业培训， 助力基
层医院提升诊疗水平。

当日， 还有一场5G远程手
术示教在盛京医院上演。第一普
通外科胰腺、甲状腺外科病房主
任谭晓冬教授走进手术室后，

4K摄像头开启工作， 实时将手
术中的视频、声音、医疗仪器数
据、 图像通过5G传输到抚矿总
医院， 动态直播整个手术过程，
当地参与观摩学习的医护人员

“零延时”观看。 流畅、清晰的传
输保证了谭晓冬教授“贴身”“手
把手”式的手术指导，实现了医
疗资源的优化、共享，有利于提
升当地医院医生的业务水平。

赵玉虹说，5G智慧医院将
切实推动区域中心医院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到基层， 提升基层
医院的服务水平， 让更多患者
受益。 /新华社

中国学者发明早期肿瘤标志物检测新方法

机构预测：

中国网络安全市场增速将继续领跑全球

全国网络安全技术对抗赛上，参赛队选手在进行系统攻防。

新能源汽车销量增加成中国车市一大亮点

智慧医疗让专家“分身有术”
躺在抚顺市抚矿总医院超声检查床上，张先生看着一只机器手臂正在他的腹部来回移动。 他身边的医生没有动手，只是告诉他操作检

查的是远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的超声科副主任唐少珊教授。 专家亲自检查让老张心里踏实多了。

在上海国际新能源汽车产业博览会，参观者在一组挂壁式充电桩
展品前驻足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