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城市走出大品牌
———关注净水行业明日之星九芯净水

“罗辑思维”创始人
罗振宇说： 很多消费品
牌，往往是在二三线城市
崛起。比如：肯德基———
路易斯维尔市、苹果———
库比蒂诺、海底捞———四

川简阳、喜茶———广东中

山……在刚刚过去的广
州国际水展上， 笔者作
为一名业内 “老司机”，
势必要去逛逛的。 在水
展上笔者看到一个极富

表现力和影响力的新面

孔，不是传统净水行业的
大品牌却有着和大品牌

一决高下的魄力和能力，
他就是九芯净水。

都说乔布斯改变了世界，的确，在无数
“果粉”心目中，他是神一样的存在。在过去
的几十年当中，乔布斯一次又一次地预见未
来，并把它付诸实践。乔帮主的魅力在于，他
颠覆传统，勇于创新，他将更方便、更快捷的
手机带给身边的人。乔布斯的个人魅力成就
了苹果传奇中最华彩的主线。
九芯净水也拥有一个极富魅力的创始

人，一个年轻的 85 后———吴联星。他说过
一句话：“我有一个梦想，不大不小，刚好可
以改变世界。”19岁开始创业的他， 坚持将

健康好水带给身边的人，将改善人类用水安
全作为自己奋斗终生的目标， 一做就是 12
年。

一个能够改变世界的梦想，源自于一
个年轻人对居民用水安全的忧心。九芯净
水虽然获得了 “中国净水行业十大品牌”
的荣誉，但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他们
希望成为中国净水第一连锁品牌。相信九
芯净水在这样一个拥有大格局大智慧的
创始人的带领下，未来一定会给人们带来
更多惊喜。 任轩

九芯净水创始人吴联星

人们在聊到海底捞的时候， 总是不能
免俗地聊到他们的服务。 都说服务是海底
捞的企业战略，是海底捞的核心竞争力。当
一个品牌注重服务的时候， 口碑也就累积
起来。九芯净水就拥有这样一支团队。在展
会上，他们为观众准备咖啡、奶茶、甜点等，
让观众现场感受产品，亲身感受服务。在场

观众大都表示对该品牌净水器很感兴趣。
展会现场只是九芯服务的一个缩影，

九芯净水从创立之日起就建立自己的服务
体系， 坚持每 3个月为客户免费上门清洗
水机、检测水质，每年上门更换滤芯，一做
就是 12 年。这份坚持，为他们赢得了客户
的信任和赞誉。

广东水展是一个专业展会，是各大品牌厂家争奇斗艳的场地，一个
初露锋芒的品牌， 凭什么初次参展就能盖过各家风头独领风骚？ 细细了
解， 九芯净水还在日前获得了 “中国净水行业十大品牌”、“中国驰名品
牌”、“中国优秀绿色环保产品”、“中国 315消费者可信赖产品”、“质量服
务诚信 AAA企业”等多项荣誉。带着好奇，笔者对九芯进行了深入了解，
发现来自二线城市的九芯和上述几个品牌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卓越产品品质

无论是苹果还是可口可
乐， 最受人认可的必然是其无
懈可击的产品品质。 来自中山
的九芯净水也是这样。 笔者了
解到， 他们为了寻找到最合适

的环保原材料， 花费几百万元
研发经费，经过数万次测试，为
保证产品质量， 研发和质检团
队绝不允许任何一台有瑕疵的
产品流入市场。

完美服务体系

创始人极具魅力

九芯净水亮相广州国际水展。

编辑 侯海影 视觉设计 贾荐勋

■致命自主武器系统
研发引热议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给社会

各个领域带来深远影响，对军事
作战系统研发也带来全新理念。
然而，人工智能界的专家学者及
防务分析人士认为，机器人暴动
仅是科幻小说式的终极噩梦，军
事机器人革命带来的伦理、法律
及政策等问题，尤其是自主武器
能否自行判断杀敌与否，才是人
们亟须担忧和讨论的现实问题。
大多数专家学者一直认为，

使用致命武器时， 人应当是负责
启动的关键要素。 对什么样的人
工控制才是最适宜的讨论还未结
束， 相关的政策制定又已被人工
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甩在身后。
随着具有认知能力人工智能系统
的出现，更复杂的问题出现了。
新美国基金会研究人员、防

务政策分析人士辛格在其著作

《连线战争：２１世纪机器人革命
和冲突》中指出，地缘政治、知识
前沿领域不断前进的动力甚至
是追求利益的科技企业，都是人
工智能发展不可阻挡的力量。简
单来说，大部分人现在最感到恐
惧的是该不该让能够 “思考”的
人工智能系统决定是否杀人。
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和国

家安全项目主管沙雷表示，自主
武器系统可能因代码问题或黑
客攻击而失灵，机器人攻击人类
部队，人类无法作出反应或局部
局势迅速升级的情况都有可能
发生。自主武器系统的可靠性难

以测试，会“思考”的机器系统可
能以人类操控者从未想象到的
方式行事。

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米勒
认为，自主武器系统在战事激烈
的地区执行任务，让机器全权负
责的诱惑可能会难以抵制，技术
上的可能总是让人们作出利于
形势的选择。

■人工智能界拒绝相
关领域研发
对于自主武器系统， 人工智

能界的专家学者频频说 “不”，拒
绝进行相关领域的研发。例如，韩

国科学技术院研制的机器人曾经
赢得 ２０１５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
究项目局机器人挑战赛的冠军。
据《韩国时报》报道，韩国科学技
术院和军工企业韩华系统合作成
立研发中心， 目的就是为了研发
可以 “无需人工控制就能搜寻并
清除目标”的人工智能武器。
对此，５０ 多名顶尖人工智

能研究人员在公开信中说，他们
将抵制和韩国科学技术院的任
何合作，直到该机构宣布不会研
发任何缺乏人类控制的自主武
器。韩国科学技术院随后发表声
明说，他们没有研发“致命自动

武器系统或杀手机器人” 的计
划。
美国五角大楼 “梅文计划”

始于 ２０１７年， 旨在找到加速军
方应用最新人工智能技术的方
式。 尽管五角大楼和谷歌都表
示，谷歌的产品不会创造出无需
人类操作者就能开火的自主武
器系统，但谷歌员工在公开信中
说，参与“梅文计划”将对谷歌的
品牌和人才吸引力造成不可挽
回的伤害， 谷歌不应卷入战争，
谷歌及其合约商永远不应该发
展战争科技。
在 ２０１７年人工智能国际会

议上，有硅谷“钢铁侠”之称的马
斯克、苹果联合创始人之一沃兹
尼亚克、研发“阿尔法围棋”的深
度思维公司哈萨比斯等人，都曾
签署公开信，呼吁联合国应像禁
止生化武器一样，禁止在战争中
使用致命的自主武器和“杀手机
器人”。 据新华社电

叙政府军基地遭袭
至少造成 14人丧生

据新华社电 叙利亚中部霍姆斯省一座
政府军空军基地９日凌晨遭导弹袭击， 造成多
人死伤。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援引军方消息说，位于
霍姆斯省东部的Ｔ４军用机场９日凌晨遭多枚
导弹袭击， 叙政府军防空部队拦截了其中８枚
导弹，其余导弹击中目标。多人在袭击中死伤。
另据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

察组织”９日说，至少１４人在此次导弹袭击中丧
生，其中包括伊朗军人。
目前导弹来源尚无法确定，叙媒体认为可

能是美国或以色列发动了此次袭击。美国五角
大楼随即予以否认，以色列方面则尚未表态。

连日来，叙政府军和盘踞在大马士革东古
塔地区的反政府武装“伊斯兰军”冲突加剧。７
日有消息称，“叙政府军在东古塔地区杜马的
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化学武器，造成平民死伤”。
美国总统国土安全和反恐助理博塞特８

日说，国土安全顾问团队７日和８日一直与特朗
普总统就如何回应“化武袭击”进行讨论。

伊朗称若伊核协议遭背弃

4天内将重启
20％铀浓缩活动

据新华社电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
希 ８日在接受伊朗议会下属新闻机构采访时
表示，如果西方国家背弃伊核协议，伊朗将在
４天内重启 ２０％丰度铀浓缩活动。

萨利希强调， 这是伊朗对美国释放的信
号。他说，伊朗不希望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但伊
朗一直在考虑一旦美国退出，应如何回应。
武器级浓缩铀要求丰度达到 ９０％以上。但

理论上生产 ２０％丰度和 ９０％丰度浓缩铀之间
几乎没有技术障碍。

２０１５年 ７月， 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 （美
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
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必须停止高丰
度浓缩铀活动， 交出已生产的 ２０％丰度浓缩
铀，接受国际核查等其他条件，并将核计划限
制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
督查伊朗履行协议情况，并已多次出台报告确
认伊朗履行了该协议。

今年 １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最后一
次” 延长美国对伊朗核问题的制裁豁免期，他
将 ５月 １２日定为修改伊核协议的最后期限，
并扬言如果届时没有令他满意的修改方案，美
国将退出伊核协议。

对“杀手机器人”说不
谷歌被要求退出美国人工智能军事计划
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政府专家小组 ９ 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预定讨论

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研发，也就是常说的“杀手机器人”可能带来的影响。
５０ 多名世界知名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究人员 ４ 日宣布，将联合抵制韩国科学技术

院，抗议该机构研发人工智能武器的计划。
与此同时，一封公开信已在美国谷歌公司内部流传数周，超过 ３０００ 名谷歌员工签

名要求公司退出一项美国五角大楼人工智能军事计划。

据新华社电 韩国检方 ９
日以受贿等罪名起诉前总统李
明博，李明博成为继全斗焕、卢
泰愚、 朴槿惠之后韩国第 ４名
因涉贪腐遭起诉的前总统。
检方以 １６ 项罪名指控李

明博， 包括贪污受贿、 滥用职
权、逃税、违反信托约定以及违
反选举法等， 受贿总额约为
１１１亿韩元 （１ 美元约合 １０６９
韩元）。
检方指控李明博接受国家

情报院、前金融机构高管、前议
员以及企业等方贿赂， 金额均
数以亿计韩元。检方还指称，三
星电子曾替李明博实际拥有的
一家公司代付诉讼款 ５８５万美
元。
检方认定， 李明博是汽车

零部件制造企业 ＤＡＳ 公司的
实际所有人， 涉嫌利用这一企
业非法挪用 ３５０ 亿韩元资金，
用于政治活动和个人用途。

同时， 检方仍在调查李明
博其他嫌疑行为， 计划获得确
凿证据后立即追加起诉罪名。
检方还计划寻求冻结李明博个
人财产， 以防止其转移贪污受
贿所得。
韩国法律专家分析，李明博

如果被判定利用总统职权谋取
私利， 可能会被判处 ２０年以上
监禁。
李明博生于 １９４１年，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３年任韩国总统。他上
月被法院批捕， 之前他否认检
方大部分指控并三次拒绝检方
到看守所当面调查的要求。

韩国前总统李明博被诉
检方指控其受贿 111 亿韩元

这是 4 月 6 日在挪威西部城市卑尔根以南约 100 公里的穆斯特岛拍摄的鳕鱼和从它
腹中取出的塑料瓶。据挪威国家广播电视台 8 日报道，该国一位名叫比约恩·英瓦尔森的
男子近日在西部海岸捕到一条重达 12 公斤的鳕鱼， 意外发现鱼腹中有一个大塑料瓶，事
件突显塑料对海洋生物的危害。 新华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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