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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谷歌人工智能解决蛋白质折叠问题 

谷歌母公司旗下 DeepMind 公司表示，其开发的人工智

能软件 AlphaFold可以准确预测蛋白质在几天内会折叠成什

么结构，这解决了近 50 年来困扰人类的“蛋白质折叠问题”。

据悉，每个活细胞内部都有数千种不同的蛋白质，这些蛋白

质使细胞保持活力并正常运转。预测蛋白质折叠的形状很重

要，因为它决定了蛋白质的功能，而几乎所有的疾病，包括

癌症和痴呆，都与蛋白质的功能有关。该突破可能在疾病和

药物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来源：12 月 1 日，36 氪）原文链接 

◼App Annie：沙特成 TikTok 收入增长最高市场 

36 氪获悉，移动数据和分析公司 App Annie 发布 2020

年 11月中国厂商及应用出海收入 30强榜单。BIGO和 TikTok

作为出海应用收入榜中唯二的非游戏应用，收入表现仍然稳

定。值得关注的是 TikTok 逐渐在中东地区取代 Instagram

等更成熟的应用成为 95 后用户最喜爱的社交软件，与上月

相比在沙特阿拉伯的收入增长高达三位数，成为 TikTok 收

入增长最高的市场。 

（来源：12 月 16 日，36 氪）原文链接 

◼卡巴斯基安全公告：2020 年平均每天检测到 36 万个

新恶意文件 

12月 23日消息 卡巴斯基今日公布了 2020年安全公告，

报告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0 月。报告显示，今年

https://36kr.com/newsflashes/991358734213766
https://36kr.com/newsflashes/101287536683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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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0.18%的联网电脑使用者遭受过至少一次恶意软件攻击，

平均每天检测到 36 万个新的恶意文件，比去年增长 5.2%。

其中，有 60.2%的恶意文件是非特定性木马，总体来说检测

到的特洛伊木马相比去年增长了 40.5%。IT 之家了解到，今

年卡巴斯基还报告了针对 IoT 物联网设备的病毒攻击，有

81.02%的攻击通过 Telnet 协议，有 18.98%通过 SSH 协议。

Telnet 是一种远程控制协议和登陆方式，可以通过命令来操

控远程设备。目前的一些无线设备默认关闭此功能，但是可

以进行破解来打开，从而进行远程控制。 

（来源：12 月 23 日，IT 之家）原文链接 

◼Flash Player 即将在 Windows 10 上停止运行 

12 月 29 日消息，据外媒报道，由于微软将在 Windows 10

的下次更新时自动删除 Flash Player，Adobe 公司近日发布

了新的弹窗，以提醒用户及时删除该软件。Adobe 方面还表

示，即使用户不手动删除 Flash Player，该软件也会在明年

1 月自动停止运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不会影响 Flash 

Player 技术在浏览器中的使用。在下一次浏览器更新之前，

Flash 仍将是其中的一个内置组件。据悉，作为曾获广泛使

用、专有的多媒体程序播放器，Flash Player 近年来因为技

术限制等原因使用率逐年下滑，并最终将于明年 1 月退出历

史舞台。 

（来源：12 月 29 日，环球网）原文链接 

【国内】 

◼1-10 月软件业务收入 65542 亿元  同比增长 11.7% 

https://www.ithome.com/0/526/297.htm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87395527679620022


 

 3 

1-10 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下简称软件业）

持续恢复，逐步摆脱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软件业务收入、利

润同比增速持续回升，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和集成电路设

计收入较快增长。软件业务收入增速持续回升。1-10 月，我

国软件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65542 亿元，同比增长 11.7%，

增速较去年同期回落 3.5 个百分点，较 1-9 月提高 0.4 个百

分点。利润增速稳步上升。1-10 月，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

8026 亿元，同比增长 7.3%，增速较 1-9 月提高 0.3 个百分

点，但较上年同期回落 4.6 个百分点。 

（来源：12 月 3 日，工信部）原文链接 

◼华为鸿蒙 OS 发布面向手机开发者的 Beta 版本 

12 月 16 日，华为正式发布了“HarmonyOS（即鸿蒙操作

系统，简称‘鸿蒙’）2.0 手机开发者 Beta 版（即公测版）”。

鸿蒙革命性的分布式技术，还能帮助硬件厂商实现“产品即

服务”的产业升级。目前，已有包括美的、九阳和老板电器

等 20 多家硬件厂商加入鸿蒙生态建设，到 2021 年，部分硬

件厂商将会发布基于鸿蒙系统 2.0 打造的家电产品。未来，

鸿蒙将面向更多设备开源。 

（来源：12 月 17 日，第一财经）原文链接 

◼我国牵头制定区块链国际标准 

我国区块链专利申请数量已位居全球首位。记者昨天从

中国信通院联合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等举行的可信区块链

峰会获悉，我国已发布 33 项区块链团体标准，正牵头制定

的首个金融区块链国际标准也已在国际电信联盟立项。中国

https://www.miit.gov.cn/gxsj/tjfx/rjy/art/2020/art_047c384787a14fd4a323ae9e7b715d9a.html
https://www.yicai.com/brief/100880054.html


 

 4 

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奚国华解释，该会正组织中国信通院

等单位，共同加快制定《区块链总体技术要求》等十余项行

业标准以及团体标准。由我国牵头制定的首个金融区块链国

际标准——《金融分布式账本技术应用指南》，目前也已经

在国际电信联盟成功立项。这为制定区块链国际标准和国际

规则，贡献了中国方案和智慧。 

（来源：12 月 23 日，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原

文链接 

◼阿里云将在沙特提供公共云服务：未来五年投资 5 亿

美元 

12 月 29 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周一，沙特电信公

司（STC）和风险投资基金 eWTP Arabia Capital 联合宣布

与云服务提供商阿里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为沙特阿拉伯提

供高性能的公共云服务。通过合作，沙特电信公司将能够利

用阿里云经过验证的基于云的技术和服务，以加速当地技术

生态系统的增长。阿里云的国际总部设在新加坡，它为全球

企业提供一套全面的云计算服务，其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涵

盖电子商务、支付、物流和供应链管理解决方案等。作为合

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阿里云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向沙特阿拉

伯投资 5 亿美元。此外，该公司将在利雅得设立新的办公室，

为当地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培训。 

（来源：12 月 29 日，TechWeb）原文链接 

【北京】 

◼百度地图：导航路口放大图正式登陆特斯拉电动汽车 

https://www.bsia.org.cn/site/content/7042.html
https://www.bsia.org.cn/site/content/7042.html
http://www.techweb.com.cn/world/2020-12-29/28185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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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消息，今天特斯拉发布了 2020.48 软件版本更

新，带来了导航地图路口放大、QQ 音乐的随机播放和单曲循

环、语音播报短信、动态制动灯、哨兵模式改进、TRAX v.02

等功能。百度地图表示，导航路口放大图正式登陆特斯拉车

机地图，将逐步对中国境内全系车型启动推送。车主在复杂

路口、立交桥、高速出入口等道路场景，可以通过路口放大

图准确、快速找到正确道路。IT 之家获悉，特斯拉车主只需

将底层导航数据升级至 CN-2020.48 及以上版本（也由百度

地图提供），并将软件升级到 2020.48 及以上版本，即可使

用上述路口放大图功能。 

（来源：12 月 6 日，IT 之家）原文链接 

◼国产办公软件 WPS 进入全国计算机二级考试：明年 3

月实施 

11 月 25 日，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宣布：将新增计算机

考试科目，正式把使用最广泛的国产办公软件——WPS 

Office 作为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的二级考试科目之

一，该调整计划明年在全国实施，3 月正式开考。此前，计

算机二级考试的办公软件部分，都是以国外办公软件微软

Office 为主要考试内容。这意味着，从标准到内容，国产办

公软件已经全面进入中国计算机考试中。代表了国产办公软

件在应用推广方面取得重大的里程碑式进展，是民族软件日

渐强大、从“可用”跨越到“好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来源：12 月 11 日，快科技）原文链接 

◼“统信软件”宣布成功完成 A 轮 11 亿元人民币融资 

https://www.ithome.com/0/523/220.htm
https://news.mydrivers.com/1/729/7290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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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信软件”今日首次举办“开放·成长—2020 统信

UOS 生态大会”。在大会上，统信软件宣布成功完成 A 轮 11

亿元人民币融资，本轮投资机构是以亦庄国投领投，其他多

家顶级投资机构共同完成对统信的投资。 

（来源：12 月 23 日，亿欧）原文链接 

◼加速医疗 AI 落地，数坤科技再获 5.9 亿元融资 

12 月 28 日消息，数坤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 5.9 亿元人

民币融资，在本轮融资后，数坤科技今年累计获得融资金额

达近 10 亿元。本轮融资由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中再保

险、中金浦成跟投，老股东华盖资本、五源资本、创世伙伴

CCV、启明创投、远毅资本继续跟投，华兴资本担任本次融

资独家财务顾问。据悉，本轮融资数坤科技将用于加大原研

技术的研发投入，持续完善“数字人体”核心技术产品线，

进一步加快产品在各级医疗机构的落地部署，加速数字医疗

生产力在全国医院智慧化建设进程中的全面覆盖。 

（来源：12 月 28 日，中国软件网）原文链接 

【联盟动态】 

◼普惠 AI 共建智能时代丨长风联盟主办“AI+安防”主

题沙龙 

自 2014 年起，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创业潮开始兴起，国

家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推动我国人

工智能产业步入新阶段。2017 年 7 月，国务院正式印发《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确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三步

走”战略目标，将人工智能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为抢

https://www.iyiou.com/briefing/202012231029511
http://www.soft6.com/news/202012/28/3717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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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人工智能发展重大战略机遇，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先发

优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实现良性发展，技术创新日

益活跃、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行业融合应用不断深入。2020

年 12 月 11 日，北京长风信息技术产业联盟聚焦目前落地较

为突出的 AI 应用领域——安防，诚邀领域代表企业同方威

视、博思廷深度聚焦 AI 算法技术领域落地应用，分享最新

行业动态、发展趋势及技术解决方案，吸引近 50 位 AI、安

防、图像算法等领域的技术人员参加。 

同方威视是一家以辐射成像技术为核心，以提供自主知

识产权的高科技安检产品为主要特征的安检解决方案和服

务供应商，企管部总监李宝玉围绕企业自 1997 年至今的发

展历程、技术创新以及行业应用等情况做详细介绍，并就企

业智能安防安检的产品技术、解决方案、应用场景作展示说

明。 

博思廷作为一支综合能力强、积淀深厚的视频 AI 老牌

劲旅，是一家以自主研发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算法为核心，深

谙多行业应用场景并持续领先的“视频监控+AI”软硬件产

品及解决方案综合服务商。创始人兼 CEO 王巍通过梳理企业

应用产品清单和典型应用场景，列举产品在疫情防控、智慧

社区、智慧车站等行业场景应用示例，为现场参会者了解前

沿技术应用成果提供渠道。 

活动现场，参会者认真聆听行业专家的智慧分享，并积

极就应用、技术、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提出不同的问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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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互动踊跃、氛围热烈。长风联盟迎合当下新一代信息技术

的大热趋势，积极围绕 AI 的不同应用领域组织主题交流活

动，解析新蓝海 AI 的未来热点及其所带来的商业价值、商

业化路径，提升 AI 从业者创新创业服务能力。 

（来源：12 月 11 日，长风联盟）原文链接 

http://www.changfeng.org.cn/active_infor_details54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