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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视频问诊，9月 6日起，“徐
汇云医院”又多了一名 24小时在线
的“全能医生”———奕诊人工智能辅
诊系统。

据了解，奕诊团队开发期间与
美国人工智能与医学殿堂的斯坦福
大学合作，2016年中起与区中心医
院合作汉化。由朱福执行院长率领
近四十位资深医生协助优化。 期
间对项目秘而不宣，当天该人工智
能辅诊系统在徐汇云医院首发上线
培训会上首度曝光，消息不胫而走。

一年多的时间里，区中心医院
与奕诊研发团队紧密合作，夜以继
日、研发攻关。奕诊的 17名计算机

及人工智能专家、徐汇医院的近五
十位医生，组成的多学科团队，运
用多种人工智能高科技术，系统不
断迭代完善并充分汉化，应用于医
院推出的“上海徐汇云医院”医患
两端。

目前，患者端支持 PC及手机
App，患者与系统间语音语义录入
智能问题，系统即时给到初步评判
并推送至相应专科医生。医生端接
诊，开通视频，在奕诊辅诊系统的支
持下，给予更精准、个性化、更规范
专业的诊疗建议。系统会综合考虑
各项证据（如病征，病候，体检，各种
检验，检查结果），实时提出鉴别诊
断及结论。项目参与者胡珺医生介

绍，奕诊的强大推理能力与有数十
年经验的专科医生相当。而它的知
识范围目前涵盖所有十大内科（神
经内科，心血管，呼吸，消化，内分
泌，肾脏，泌尿，妇科及感染科），集
合了各个专科的综合会诊能力及建
议治疗方案。

当天，全院临床、医技、职能正
副科主任、副高、正高、博士、硕士、
护士长、工会小组长参加首发仪式
暨培训研讨会。区中心医院执行院
长朱福表示，徐汇着眼打造国家人
工智能高地。至此，徐汇医院推出的

“上海徐汇云医院”里的智慧基因，
有了它充分表达的广阔天迹与恒远
传递时空。

奕诊人工智能辅诊系统全球首发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
看似平常的旅游从业人员需具有良
好的知识储备和“含金量”十足的衣
食住行技能。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弘扬匠人精神，推动旅游行业职工
技能创新，日前，徐汇区旅游局和
徐汇区总工会联合举办了 2017上
海市徐汇区旅游行业技能大赛。9
月 6日，大赛总决赛在上海青松城
大酒店。

“国内旅游正步入黄金时期，旅
游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全民休闲时
代正在到来。在徐汇未来的发展中，
旅游业也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区旅游局局长林福东介绍了举
办大赛的要意，“如今的旅游消费群
体已从关注‘物美价廉’到更加关注
旅游服务质量与体验；旅游行业自
身也面临从粗放式生长向精细化运
营的转变，这对旅游的服务能力、服
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次大赛分初赛和决赛两个环
节，由徐汇区旅游促进会承办。赛
期，来自旅游饭店、旅行社、旅馆和
景区等单位的 200多位选手参加了
6个项目的比赛。徐汇区旅游促进会
沈寅达介绍：“这次大赛以书面考
试、现场抢答、成果展示等模式综合
运用，打破了旅行社业、宾馆业、旅
馆业之间的界限，通过开放报名、开
放交流，推动跨界交流，让大家能够
看到同行的优秀表现，互相学习，努
力使自己成为旅游行业的佼佼者。”

决赛现场的下午茶展示区域，
建国宾馆特意为比赛设计了以蓝色
为基调的下午茶。蓝边白底的咖啡
茶具，精致典雅；错落有致的各类器
皿上摆放着淡淡咸味的迷你三明
治、精致可爱的巧克力布朗尼……

“建国宾馆以商务客为主，这款作品
突出蓝白视觉反差，展现和谐与静
谧的情调，精致又丰富的各式点心
衬托，给人以恬静和惬意的感觉。”
西式厨房厨师长宋佳晨介绍，“‘食’
在旅游中占很大的比重。如何设计
出合乎客户需求的饮食产品，是对
从业人员的考验。这需要不断创新，
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现场，
富豪东亚大酒店、青松城大酒店等
星级酒店的下午茶展示，无论是中
西点心制作、摆盘，还是主题制定和
场景设计，都各具匠心、富有创意，
给参赛和观摩人员以很大启发。

全英文演讲徐光启、马相伯的
故事是否引人入胜？让游客宾至如
归要知晓多少……决赛现场，展示
了大赛获奖摄影作品。经初赛突围
的选手，还进行了演讲和旅行社行
业知识、住宿业客房铺床等竞赛。在
旅游行业摸爬滚打近 20年的王雨
佳观赛后说：“旅游服务的对象是

‘人’，旅游市场也千变万化，如何适
应社会、游客对我们的要求？这是无
止境的。因此，提倡匠人精神很重
要，大家都要努力，让自己的业务更
精进，技能不断提升。”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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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司法拍卖拍得的房产，也
可以按揭贷款？”9月 5日，随着上
海徐汇法院向竞买人刘东（化名）出
具拍卖成交确认书，上海法院首例
引入银行贷款的网络司法拍卖在公
拍网拍卖成功。“拿到成交确认书，
就可以办理过户手续啦！”刘东激动
地对记者说。

7月 26日，徐汇法院在公拍网
公开挂牌拍卖位于徐汇区龙山新
村一处不动产，并且标注“可贷
款”。很快，上述标的物在拍卖公告
期间吸引了 3325人关注，3人参与
竞价拍卖，起拍价为 563万元，经
过 67次公开竞价，最终以 726万
元成交。“本次拍卖不仅一次成交，

而且溢价达到 29%。”执行法官陆
峰如是说。

在司法拍卖实践中，虽然很多
拍品性价比较高，但需要全额付清
房款，很多有意向的竞买人面临着
筹集资金的难题。“竞拍主体少对
执行过程中的财产变现造成两个
难题：一是流拍率高。很多财产需
要二拍、三拍，延长了申请执行人
的债权实现时间。二是成交价低。
一拍按照评估价的 70%起拍，二拍
的起拍价再打八折。成交价低不利
于保护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
合法权益。”徐汇法院执行局局长
陈勇介绍说。

为进一步解决这个困扰执行的
难题，提高司法拍卖成交率和溢价
率，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和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推动破解“执行难”的工

作实践，徐汇法院开始探索在网络
司法拍卖中引入银行贷款的不动产
拍卖新模式。2017年 3月 23日，在
前期充分磋商的基础上，徐汇法院
与徐汇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区内相
关金融机构和服务机构共同召开

“在司法拍卖中引入银行贷款”研讨
会，并签署《司法拍卖贷款项目操作
流程研讨纪要》，正式启动司法拍卖
引入银行贷款工作。

根据各方达成的意见，在不动
产拍卖公告期间，拍卖辅助机构可
指导有意向的竞买人先行向相关银
行进行贷款可行性申报，并由相关
服务机构提供拍卖咨询、对接贷款
银行等服务。本次拍卖成功后，竞买
人经过银行审核，具备贷款全部房
款 50%的资质。徐汇法院执行局在
拍卖成功后第一时间通知拍卖辅助

机构，联系竞买人，将未贷款部分
房款先行支付进相关执行案件专
属账户。同时，银行按照个贷流程
完成贷款审批并将贷款汇入相关
执行案件专属账户。法院随即出具
拍卖成交确认书，本次不动产拍卖
确认成交。

徐汇法院孙海虹副院长告诉记
者：“让银行贷款资金直接参与到司
法拍卖程序，打破传统司法拍卖全
额付款的做法，破解买受人一次性
付款难的问题，降低了司法拍卖的
参与门槛，扩大司法拍卖的参与面，
有助于提升涉案财产处置变现率，
助力执行工作变现提速增效。”

目前该院所有的不动产司法拍
卖皆可引入银行按揭贷款，该项工
作已经在网络司法拍卖全面推开。

记者 ./0 通讯员 12

法拍房首次引入按揭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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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上海市旅游局指导下，由东方
网和《旅游时报》社共同主办的“乐
游上海”第二届上海市民旅游知识
大赛，在上海电影博物馆正式启动。
上海市旅游局副局长程梅红；徐汇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成钢；东方
网副总裁高彬翔等出席启动仪式。

作为 2017年上海旅游节的一
项重要活动，本届市民旅游知识大
赛通过市民旅游知识竞赛这一趣味
方式，鼓励市民从一个旁观者，成为
一个参与者；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呼
应，参与到更多的上海旅游文化活
动中去；激发市民了解旅游知识、提
高文化素养的热情，从而实现普及
旅游宣传，推广旅游文化，促进品质
旅游，全面推动社会各方参与旅游
文化创建。

作为上海旅游节实践“人民大
众的节日”宗旨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和有效的传播渠道，“乐游上海”第
二届上海市民旅游知识大赛，不仅

是展示上海旅游形象、提升上海景
区影响力的窗口，同时也是积极响
应国家旅游局“安全出行文明旅游”
倡议的重要举措，以及推动全民参
与共同创建文明和谐旅游环境的大
舞台。为此，本次知识大赛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上航国旅、都市
旅游卡、光明乳业、车享网、加勒比
邮轮、卓美亚喜玛拉雅酒店等品牌
企业积极参与此次活动。

启动仪式上，上海都市旅游卡
公司发布了为 2017年上海旅游节
定制的都市旅游卡。这是一张具有
公共交通支付和小额消费支付的多
功能公共服务卡，游客持上海都市
旅游卡乘坐本市公共交通可享受公
交、地铁换乘优惠，到达心仪的旅游
景点持卡享受购票优惠。“一卡在
手，游人无忧”，上海都市旅游卡的
使用范围已经逐步覆盖本市“吃、
住、行、游、购、娱”等领域，方便市民
游客交通出行、观光游览、休闲购
物，更好地“发现上海，体验上海”。

倡导文明旅游
普及旅游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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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人“匠人匠心”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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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临港杯”2017“创青春”上海
市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共享经济和智
慧城市单元赛决赛在漕河泾现代服
务业集聚区举行（!" ab c）。
团市委青年创新创业项目组组长胡
喆与团区委、区妇联、区科委和科创
办等单位领导莅临活动现场。

团区委按照团市委的要求，围
绕智慧城市和共享经济领域，开展

“临港杯”2017“创青春”上海市青年
创新创业大赛共享经济和智慧城市
单元赛决赛活动。此次活动由共青

团上海市委员会和徐汇区人才工作
协调小组办公室作为指导单位，共
青团徐汇区委员会、上海市徐汇区
科技委员会、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
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和上海仪电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决赛通过路演和评委问答的方
式进行，更直观地展示各个创业团
队的创新成果，推进创新创业精神
的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并邀请徐汇
区域内的众创空间代表和部分青年
投资人参加，加入互动沙龙环节，更
深入地了解创业路上的心路历程，

并通过观众投票的方式评选“客来
玩”为最佳人气奖。活动特别邀请上
海致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严
健军、大众点评联合创始人龙伟、利
得山金资产管理公司 CEO黄晓明、
火橙资本合伙人乐青霖等担任评
委，最终“好姑姑社区幼托中心”项
目荣获第一名。

据悉，团市委将在 9月 12日举
办“临港杯”2017“创青春”上海市青
年创新创业大赛活动的颁奖仪式，
全市的前 60强都将聚集一堂，共谋
创新。

青年才俊谋划“共享经济和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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