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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7月10日电（记
者 何欣荣 杨有宗 桑彤）干湿分
离垃圾桶卖断货、网络预约上门
收废品走红、一批垃圾分类处理
设施集中开建……随着垃圾分
类在全国加速推进，“新时尚”带
来的产业“新蓝海”悄然而至，由
此催生的新产品、新职业和新投
资正走进每一个人的生活。

■分类桶、粉碎机、早教玩
具，垃圾分类带火新产品

在垃圾分类方面，尽管各地
的分类方法略有不同，但干湿分
离、把厨余垃圾单独处理，是一
个共同趋势。

统计显示，在天猫平台，分
类垃圾桶 6 月销售额同比增长
500%以上。记者查询发现，一款
售价 39元到 49元的脚踏型分类
垃圾桶累计有 7726 人付款。买
家纷纷评价：“一干一湿，厨房用
正好”，“有轮子的垃圾桶更方便
一些，为了分类真是蛮拼的。”

垃圾桶有分类功能，垃圾袋
也告别千篇一律的黑色，变得多
彩起来。在淘宝平台上，一款售
价 15 元左右 120 只的彩色垃圾
袋，累计1045人付款。买家留言
说：“四种颜色对应四种分类，卖
家好会抓热点……”

强制垃圾分类后，投放湿垃
圾需要破袋处理。为了省麻烦，
部分市民希望减少厨余垃圾产
生量，这意外带火了一款小众商
品——厨余垃圾粉碎机。

某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5
月份平台厨余垃圾粉碎机销量
为 7830 台，6 月份销量猛增至
23076台，环比增长195%。

垃圾分类的热潮还进入了
早教领域。记者在电商平台搜
索“垃圾分类玩具”，销量排行第
一的是一款垃圾桶带卡片早教
玩具。幼儿按照每张卡片上的
垃圾类型，将卡片投入相应的玩
具垃圾桶，在游戏中学到垃圾分
类的知识。卖家表示，6月 20日
以来，该产品在全国的销量激
增，其中上海地区的订单量增长
了三倍以上。

■上门收废品月薪可过万，
垃圾分类催生新职业

打开支付宝，搜索小程序
“垃圾分类回收”，选择回收种类
“废旧衣物”，然后拍照、预约时
间。3 小时后，家住上海闵行区
报春路的市民李小姐就将打包
好的两袋废旧衣物交给上门的
代收废品网约工王皓辉。

李小姐表示，她所租住的
房子7月中旬到期，如何处理废
旧衣物有点犯愁。“一方面因为
垃圾分类，不能随便扔。另外
这些废旧衣物也挺沉的，不方
便扔。”

记者看到，除了废旧衣物，
冰箱、洗衣机等废旧家电以及废
旧家具、金属都可以预约上门收

取。其中价值较低的废旧衣物，
回收后市民可获得环保积分换
取日用品。而价值较高者如废
旧家电，根据品牌、使用年限有
不同的回收价格，如一台废旧滚
筒式洗衣机平均上门回收价格
为 30元。“主要不是为了这几十
块钱，更多是想让废旧物品得到
再利用。”李小姐说。

王皓辉表示，上门回收只是
第一步。当他回到工作网点后，
还需要对回收物品进行仔细挑
选分类，送到不同工厂进行资源
化利用。“我每天可以接到 20单
左右的预约。”王皓辉说。

废品上门回收员罗琦说：
“别看收垃圾好像很脏，其实是
一个朝阳行业、绿色产业，我们
工作辛苦一点，月入过万不是问
题。”

支付宝的数据显示，“垃圾
分类回收平台”目前可支持上海
5000多个小区，武汉、北京、苏州
等更多城市也在逐步接入中。
70%“卖垃圾”的是 35 岁以下的
年轻人，旧衣物、旧家电、废纸塑
料是下单频率最高的，用户平均
7 天 下 一 次 单 ，复 用 率 超 过 7
成。“大家更重视垃圾分类的意
义，正把它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支付宝城市服务总经理朱春勇
说。

■前端分类严末端标准高，
垃圾分类带动新基建投资

“我前面分好了，垃圾车一
来又倒在一起拉走了”——过去
推进垃圾分类的一大障碍，就是
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能力不
够，未能形成闭环系统，在一定
程度上挫伤了市民分类的积极
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加
大投资力度，以高标准的末端处
置来呼应严格的前端分类。

来自住建部的消息显示，46
个重点城市分类投放、收集、运
输和处理的系统正在逐步建立，
已配备厨余垃圾运输车近 5000
辆，有害垃圾运输车近 1000 辆，
未来将继续投入213亿元加快处
理设施建设，满足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需求。

率先开始垃圾分类的上海，
今年6月底宣布启用老港再生能
源利用中心二期项目。该项目
在建设中引进了全球最先进的
设备，每天有6000吨垃圾在烈焰
中转化为绿色清洁的电能，最终
垃圾体积减为最初的1%。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
建国说，对标垃圾分类先进国
家，目前我国垃圾分类处理设
施还存在突出短板，主要在于
高标准的焚烧发电、规范化的
回收利用与全链条的生物处理
能力不足。在居民源头分类和
末端高效处理方面，各个城市
应做到“两头都要抓，两头都
要硬”。

垃圾分类有“钱”途

一大波新产品新工作“来袭”

新华社成都7月10日电（记者 王琳琳 董小
红）AI（人工智能）医疗的出现为减轻临床医生工
作负担、加大医疗服务供给提供了备受期待的解
决方案，但记者近期采访发现，AI医疗落地远非
想象中顺利。

“垃圾数据”制约AI医疗施展拳脚
在近日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

分会和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主办、都
江堰市人民政府等协办的“青城山中国 IC生态高
峰论坛”上，多位与会专家提及制约AI医疗施展
拳脚的关键因素——“垃圾数据”。

“AI医疗最大的挑战不是机器学习、神经网
络和人工智能算法，而是各类医疗机构中的‘垃
圾数据’。”北京太一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解渤
说，一些医院决策者认为，只要有患者疾病和数
字化健康档案数据就足够了，但很多数据由于诊
断标准不统一、书写不规范、记录不完整，数据质
量其实很低，对于AI机器学习而言几乎是“垃圾
数据”。

该公司将AI与中医学理论体系结合开发了
智能脉诊仪，在整理中医数据过程中，研发团队
发现由于缺乏针对脉诊进程、发展和未来变化的
统一客观评价标准，如果不逐一对既有病例进行
规范、整理和数据清理和规范，“AI机器学习几乎
是‘垃圾进’‘垃圾出’。这话听起来很不舒服，却
是无奈的事实”。

汇医慧影创新事业部总监左盼莉也表示，数
据标识和诊断标准不统一是目前AI在医学影像
领域主要的限制因素，为帮助训练AI算法模型建
立“金标准”数据库，需要基于统一、规范的诊断
标准，得出比较准确的训练结果，最终辅助临床
诊疗。

商业模式不清，AI医疗成“餐后甜点”
“核高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魏少

军判断，我国人口多，对健康的重视程度逐年提
升，医疗水平处于加速换挡期，AI智慧医疗很可
能成为新时代具有独特发展优势，有望实现高速
发展的重点领域，每个环节都会产生大量商业机
遇。

在众多落地场景中，目前AI医学影像是最为
成熟的一个。然而，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X射线事业部CEO向军说，尽管当前AI医学影
像已经在肺结节、眼底、乳腺等病种筛查准确率
上比医生出色，但AI所能覆盖的疾病种类依然有
限，很难明显降低医生的负担、减少临床对医生
数量的需求。目前，AI医疗好比“餐后甜点”，只
是局部突破没法成为“刚需”。

如何把AI医疗变成刚需？参与论坛讨论的

博恩思医学机器人有限公司 CEO 李耀认为，AI
医疗商业模式不清，还需探索建立“商业闭环”。
比如，如何分类AI提供给医生的服务，AI到底能
在什么场景下影响医生的判断、协助医生的工
作，谁是AI医疗的最终受益方等。

元禾华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
智斌认为，短期内，AI医疗产品商业化落地需要
依靠制度供给和政策环境优化，激发医院、药厂、
政府、个人等多方主体的支付动力；长期看，支付
动力的增强需要市场认同及配套运行机制加以
维持。

临床痛点有待精准“治疗”，小芯片或能撬起
大生态

项舟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外科副主任，长期
从事骨科创伤领域临床工作。在论坛演讲伊始，
他就对与会专家说：“我是带着临床上碰到的问
题向大家求助的。”他以临床骨盆骨折治疗为例，
谈到目前虽然临床上可以绘制骨的三维图像，甚
至可以通过 3D打印得到骨形态，但骨盆微创复
位、精准固定等仍是医生手工操作。项舟希望未
来能提前将骨盆复位后的三维图像信息输入计
算机，然后借助AI、手术机器人的操作实现更加
精确地复位。

目前，项舟带领团队自主设计了一套骨盆三
维数字化定位及复位的智慧化治疗方案，但他坦
言下一步还需人工智能专家、芯片专家以及硬件
设计工程师的助力。

对此，业内专家认为，一方面需要提升AI算
法准确率。以肿瘤治疗为例，手术前，医生希望
对肿瘤位置、大小、形态等要素进行分析，进而做
出 3D模型打印和手术分析规划。“现在，肿瘤规
划过程需要好几小时，如果AI算法能在更短时间
帮助医生提高诊断精度，AI医疗发展会更快。”美
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陈忠
平说。

另一方面，AI医疗需要“芯片级创新”，从粗
放型布局走向高质量发展。上海微技术工业研
究院总经理丁辉文表示，如果说医院常用的CT、
核磁共振等影像设备可以看米到毫米之间的东
西，到了微米甚至纳米量级，仅凭“看”是不行的，
要用“分析”的方法，因此必须有可大规模集成的
生物芯片等生物光电子技术的支撑，实现生物技
术与信息技术融合创新。

长期从事集成电路知识产权开发和芯片设
计的代工企业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戴伟民认为，AI开启了新一轮计算革命，
AI芯片作为底层关键技术，是整个信息技术产业
最上游，也是AI的开路先锋。

解锁AI医疗“落地之难”

7 月 10 日，武警江西
总队新余支队官兵在新
余市渝水区姚圩镇加固
堤坝。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
江西省内多条河流超警
戒水位，发生险情，武警
江西总队组织鹰潭、新
余、吉安支队共 165 名官
兵赶赴现场排险。

新华社发

多路出击
排险固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