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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县有国家4A
级景区2个，旅行社6
家，星级旅游饭店3家，
娱乐会所10余家，地方
特色商品销售店20余
家；具备较好接待设施和
服务水平宾馆酒店10余
家；能够接待50人以上
宾馆酒店40余家。

依托2个4A级景区
做大做强旅游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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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妇联组织改革全面完成

》。县妇
本报讯师宗县妇联按 联改革工作实施方案
照省、市妇联的要求，启动妇 联以一个乡镇和一个街道作为
联组织改革工作，力求从根 改革试点，总结经验、点面结
（镇、街道
）
本上解决基层妇联组织机关 合、全面推开。各乡
（社区
）妇女之家为阵地，
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 以村
和与大局脱节、与群众脱离 宣传妇代会改建妇联的目的和
意义，为改建营造良好氛围。
等问题。
该县妇联组织机关全体人 截至目前，该县10 个乡（镇、
员学习省市妇联改革文件会议 街道
） 改革工作全面完成，严
（镇、街道
）妇 格按照议程，以无记名投票方
精神，5 月组织乡
联主席讨论市妇联改革实施方 式共选举村委会（社区
）妇联
案征求意见稿，听取基层妇联 主席110 名、专兼职副主席
意见建议，启动妇联改革工 335 名、执行委员会委员1683
作。下发调查统计表，摸清乡 名，妇女代表3639 名；选举9
（镇、街道）妇联主席
（由
（镇、街道
）及村委会
（社区
）改 个乡
建前基本情况，抽查核实、统 乡镇党委班子女性成员担
）、专职副主席10 名、兼职
计上报、梳理分析为改革打基 任
础。结合实际拟写
《师宗县妇 副主席40 名。 李粉丽

旅游小镇热闹非凡。

五龙河游人如织。

本报讯
（特约记者孙利勇通 对外运营，五龙旅游小镇民族文 旅游小镇之一，黑尔村获得
“云南 誉度和影响力提高，成为滇东重要
讯员尹老海
）师宗县整合旅游资 化传承展示中心、五龙水寨和小 30 佳最具魅力村寨”称号。
的自驾游目的地。
源，凝聚发展合力，启动推进
“全 法块旅游特色村具雏形。建成菌 该县围绕旅游形象主题宣 该县包装传统旅游项目，策
凤旅游专线公路，形成贯通县 传，推进
域旅游示范区”建设。
“生命文化”品牌建设，累 划新兴旅游项目，推出南盘江休
该县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实 城—菌子山景区—凤凰谷景区— 计投入营销宣传费2000 多万元， 闲旅游、高原民族体育旅游赛事
施项目带动战略，集中力量建设 五龙旅游小镇的旅游环线。目前， 举办16 届五龙
“三月三”民俗文化 产品开发等旅游招商引资项目；
旅游重点项目，陆续建成开放菌 全县有国家4A 级景区2 个，旅行 旅游节、3 届
“千花会”、2 届中国杜 引进河南博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子山景区、凤凰谷景区、凤凰谷漂 社6 家，星级旅游饭店3 家，娱乐 鹃花展分会场、2 届云南师宗“凤 投资1.1 亿元新建五龙凤凰谷漂
·
菌子山”户外运动挑战赛等 流景区。凤凰谷、菌子山两个4A
流景区、五龙旅游小镇、水寨特色 会所10 余家，地方特色商品销售 凰谷
旅游村、小法块特色旅游村等景 店20 余家；具备较好接待设施和 活动。配合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 级景区及五龙旅游小镇配套设施
区景点。今年6 月投资2.98 亿 服务水平宾馆酒店10 余家；能够 道、科教频道等栏目摄制组摄制师 建设加快，菌凤旅游专线、凤凰谷
元，完善菌子山、凤凰谷景区景观 接待50 人以上宾馆酒店40 余 宗专题片5 集，拍摄师宗首部旅游 漂流二期工程有序推进。上半年
设施，水电路、灯光系统，厕所、标 家。县城被评为省级文明城市、省 电影
《凤凰谷
》。录制电视音乐片、 接待国内外游客168 万人次，实
识标牌、游客中心、停车场等基础 级山水园林城市、省级卫生城市， 宣传片，组织参加国际国内旅游交 现旅游综合收入15.44 亿元。
设施；凤凰谷漂流景区一期工程 五龙旅游小镇为全省首批60 个 易会和旅游推介，旅游知名度、美
（图片由孙利勇提供
）

投票选举现场。

交警大队对客运驾驶人进行警示教育

本报讯（特约记者孙利勇通 驾驶员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宣 方式，从典型案例出发，结合辖区 行超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导致
讯员陈正文
）近日，师宗县公安局 传活动，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加强 道路实际情况对秋季安全行车特 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存在隐患和
交警大队车管所民警走进曲交集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预防客运交通 点，有针对性分析讲解违法超员、 承担的法律责任，警示教育驾驶员
团师宗分公司，对该公司410 余名 安全事故发生。民警采取现场授课 酒后驾驶、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强 遵守交通法规。

关注
“看脸”的时代真的来了！
不过，拼的不是颜值而是识别
准确度。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 爆
发”，是否意味着证件、指纹识
别等传统身份识别方式将被取
代？有网友着急地问:胖了、瘦
了怎么办？整容了怎么办？有人
假扮自己怎么办？

第33个教师节，师宗县竹基镇中心幼儿园组织教师开展
“我的
教师梦”演讲比赛，庆祝自己的节日。
和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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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脸”时代来临

你
“刷脸”了吗？

多家人脸识别公司获上亿元融资

进入9月，刷脸新闻频频进 市场规模已超过10亿元，预计到 用于人员出入管理和城市安防
入公众视野:北京师范大学全 2021年将达到51亿元左右。
等。重庆市某公安分局使用商汤
部宿舍楼安装了人脸识别门禁 资本迅速涌入。今年7月，商 科技的人像比对系统，在40个工
系统；杭州一家肯德基餐厅可 汤科技宣布完成4.1亿美元B轮 作日内辨认出69名嫌疑人，相比
以刷脸支付了，整个过程不超 融资。上海依图科技与北京旷视 人工效率提升200倍。
过10秒……
科技完成了C轮融资，金额分别 第三种是活体检测，以确保
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副总 为3.8亿元人民币与1亿美元。 是真人在操作业务，进而做账
裁杨帆说，这几年，人脸识别的应 旷视科技副总裁谢忆楠等告 户许可授权。云从科技的人脸
用场景已从线上运用逐步往线下 诉记者，人脸识别技术主要有三 技术已经运用于全国50多家银
拓展。北京有无人超市能刷脸进 大应用方向。一个应用场景是1: 行。中信银行的ATM和移动客
出，河南有机场能刷脸登机，厦门 1认证，即证明人与证件信息是 户端可以远程身份认证，海通
有酒店能刷脸入住……
统一的，主要用于实名制验证。 证券可以远程开户，滴滴平台
来自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 其次是1:N认证，即判断某 则可以查验驾驶者是否为注册
显示，2016年我国人脸识别行业 个人是否为特定群体中的一员， 司机。

识别大幅度整容、双胞胎还有困难

从上世纪60 年代开始，科学 或者遮挡物剔除等校正。再用 准确度都超过99%。
家们涉足人脸识别的研究，不过 深度学习算法进行身份特征提 尽管如此，龚怡宏表示，在
准确率一直不高。过去数年，科学 取，跟数据库中的人脸特征做 测试集中得到的成绩，运用于现
家将深度学习算法运用于人脸识 比对，以识别人脸身份。
实中会大打折扣。在现实中人群
别。2014 年，香港中文大学汤晓 “随着深度学习算法的采用， 样本更大，不同光线、姿态、分辨
鸥研究团队开发的算法使机器识 人脸识别精度相比5 年前已有大 率等条件都可能给机器识别带
别准确率超过了人类。
幅飞跃。”颜水成说。
来困难。
据360 公司副总裁、人工智 在人脸识别技术的研发方 颜水成表示，双胞胎、整容前
能研究院院长颜水成介绍，通 面，中国与国际发达水平基本同 后等特殊情况下机器能否识别，
“千人计划”专家、西安交 要看具体情况。比如整容幅度过
常人脸识别包含以下环节:相 步。国家
机或者专业设备先采集到图 通大学电信学院特聘教授龚怡宏 大，机器无法识别是有可能的。此
片，人脸检测技术定位图片中 表示，人脸识别领域国际上有几 外，脸部信息也会随着年龄增长
的人脸，然后从中再定位诸如 个公认的测试集，测试结果名列 而改变。如果到了机器无法识别
眼角、鼻尖、嘴角、脸部轮廓线 前茅的团队名称会记录上网，中 的程度，使用者只需去系统更新
等特征点，进行包括光线补偿 国科研人员占据半壁江山，不少 脸部照片就可解决。

未来身份查验趋势是
“人证合一”

专家表示，相较指纹识别、虹膜 识别手段，两三年内就可以大规模 很多公司都加大了在
“活体检测”上
识别等生物特征识别方式，人脸识别 运用。”不过，龚怡宏也认为，未来身 的技术投入，而在安全性要求较高
最大的优点在于
“非接触性”，可以大 份查验的一个主流趋势是人证合 的场景中，很多公司都会要求进行
大提升系统响应速度，同时避免指纹 一，即刷脸加证件，身份证还是会继 双重验证。
机器接触产生的卫生隐患。此外，“非 续存在。
此外，人脸被采集也使得隐私
配合、非侵入”式特征，意味着可以在 不过，人脸识别技术还面临一 泄露风险剧增。这不仅需要采集者
不需要使用者配合的情况下采集到 些安全漏洞。目前通过一些特殊手 自律，更需要在政府引导下建立起
数据，有利于安防领域的应用。
段，比如用别人的照片等方式，都可 整个行业的统一标准，共同筑起保
“人脸识别会成为主要的身份 能成功
“骗”过人脸识别系统。对此， 护用户隐私的行业堤坝。据新华社

新闻链接

人脸识别技术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如何准 在所有的技术中，现阶段更受 其身份信息。能够解决传统人工方
确鉴定一个人的身份、保护信息 瞩目的并迅速发展是人脸识别。它 式工作量巨大、速度慢、效率低等
安全，已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关 目前主要有三种应用模式:1、是人 问题，可应用在网络照片检索、身
键社会问题。传统的身份认证极 脸识别监控，即将需要重点关注的 份识别等环境。适合于机场等人员
易伪造和丢失，生物识别技术是 人员照片存放在系统中，当此类人 流动大的公众场所，但需要大型数
目前最为方便与安全的识别技 员出现在监控设备覆盖的范围中 据库的支持。3、身份确认，即确认
术，它不需要记住复杂的密码，也 时系统将报警提示。此种模式主要 监控设备和照片中的人是否是同
不需随身携带钥匙、智能卡之类 应用在奥运通道安检、地铁等需要 一人。可广泛应用于需要身份认证
的东西。生物识别技术认定的是 实时预警的地点。2、人脸识别比对 的场所，如自助通关、银行金库、门
人本身，这就直接决定了这种认 检索，即利用特定对象的照片与已 禁以及需要实行实名制管理的业
证方式更安全、更方便了。
知人员照片库进行比对，进而确定 务，如银行业务等。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