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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 海尔家电第二届
全球品牌峰会在上海举行。本
次峰会不仅看到了海尔、 美国
GE�Appliances、新西兰Fish-
er�&�Paykel、 日本AQUA、卡
萨帝、统帅6大品牌全球化新业

绩， 同时也发布了物联网时代平
台品牌战略新成果： 创成智慧家
庭第一品牌。

海尔智慧家庭以“4+7+N”
全场景定制化智慧成套方案进
行商业落地。“4” 是指海尔持续
迭代升级的4大物理空间， 包含
智慧客厅、智慧厨房、智慧浴室、
智慧卧室，“7” 代表的是全屋空
气、全屋用水、全屋洗护、全屋安
防、全屋语音、全屋健康、全屋信
息7大全屋解决案， 而N是个变
量，代表的是用户可以根据自己
的生活习惯自由定制智慧生活
场景，无限变化。

通过全场景定制化成套解决
方案， 用户可在海尔10大产线一
站购齐互联互通的整套智能产
品， 从装修前到装修后， 各种空
气、用水、食物、安防、娱乐等智慧
生活需求均可一站满足， 实现智
慧生活定制。

海尔集团副总裁、 中国区首
席市场官李华刚透露， 海尔智慧
家庭从市场层面落地， 主要依赖
于海尔在全球的成套设计、 成套
销售、成套服务三大能力，今年海
尔将布局6000+智慧家庭体验
店， 以期迅速激活智慧家庭市场
的商业价值。 经济信息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款软件，
只要上传农作物叶子的照片，就
可检测出14种作物的26种疾病，
识别准确率达99%。”

在6日至7日举行的四川省乐
山市首届国际人工智能（农业科
技）研讨会上，美国通用人工智能
协会主席、 汉森机器人公司首席
科学家本·戈策尔分享了人工智
能在农业领域的研究成果， 并表
示将在乐山开展农作物病虫害智
能图片识别工程等项目合作。

“如果拍摄的图片不符合标
准， 识别准确率会从99%降到
30%，甚至更低。”本·戈策尔说，
要想让超级大脑成为“医生”，还
要加强人工智能的通用化能力，
让其模仿人类大脑， 多维度观察
学习作物病害特点从而进行判
断。 ■据新华社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7日在一部纪录片中
说， 乌克兰2014年政局剧变
中，美国“明目张胆地”欺骗
俄罗斯，支持了一场“政变”。

在名为《世界秩序2018》
的访谈中，普京说，美国政府
当时要求俄罗斯出面说服乌
克兰时任总统维克托·亚努
科维奇， 不要武力平息反政
府示威， 而亚努科维奇次日
就遭推翻。

普京说，美国向一次“政
变”提供支持，“粗暴、明目张
胆地”欺骗了俄罗斯。

他强调，对俄罗斯而言，
乌克兰不是一般国家，而“有
着特殊关系”。

乌克兰危机后， 俄罗斯
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关系
急剧恶化，降至“冷战”后最
差。普京认为，俄罗斯与西方
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后者一
直试图遏制和削弱俄罗斯。
“我们是强大国家。没人喜欢

有竞争对手。”
俄罗斯原本希望， 唐纳

德·特朗普2017年初就任美
国总统后，俄美关系能回暖，
但是双方关系至今仍在谷底
徘徊。

普京对特朗普本人表示
好感，同时批评美国的政治体
系。普京与特朗普多次在国际
政治活动场合会面。 普京说，
特朗普“给我的印象非常好”，
说话切中主题， 同时善于倾
听。“他是可以谈判的对象，可
以寻求他作出让步。”

普京与特朗普迄今多次
相互表示“欣赏”。不过，特朗
普竞选团队成员在美国受到
涉嫌“通俄”指认，正在接受
调查。 普京和特朗普都坚决
否认“通俄”一说。

普京说， 美国的政治体
系“变化无常， 非常难打交
道”。而且，这一体系“效率低
下，正在吞噬自身”。

■据新华社

欧洲联盟7日警告，一旦美
国对欧盟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
收25%和10%关税， 欧盟将采
取反制措施，对美国钢铁产品、
农产品等征税。

花生酱、蔓越莓、橙汁和波
本威士忌在欧盟初步拟定的征
税对象清单上。

草拟清单
包括花生酱和威士忌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
布，本周将出台具体措施，对进
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加征25%
和10%的关税， 引发从美国国
内下游企业到国际贸易伙伴等
多方反对。

欧盟贸易委员塞西莉亚·马
尔姆斯特伦7日说， 欧盟草拟了
一份列入欧盟征税对象的美国
产品清单， 包括钢铁产品和其
他工农业产品。 欧盟正向成员
国分发这份清单， 以便在美国
启动征收高关税措施后尽快给
予反应。

“某些波本威士忌被列入
清单，”马尔姆斯特伦说,“其他
对象产品包括花生酱、 蔓越莓
和橙汁。”

她没有提及具体关税税
率， 暂时无法预估这项措施可
能造成的经济影响。

特朗普最快当地时间8日
正式宣布对钢铝产品的高关税
政策。一些分析师认定，特朗普
一旦正式签署行政令， 相当于
高关税政策几乎即刻生效。欧
盟必须早作打算， 为最坏情形
做准备。

准备应战
欧盟各国将召开紧急会议

白宫官员7日晚证实，特朗
普打算让加拿大和墨西哥享受
短期例外， 在新关税政策启动
后30天内， 对两国出口至美国
的钢铝产品维持原有关税，是
否延长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
判进展而定。

例外对象不包括欧盟。马
尔姆斯特伦说， 美国这一关税
政策实为经济保护措施， 而非
特朗普所说的维护国家安全措
施。 这一动机违背世界贸易组
织规定， 意味着欧盟可以采取
措施保护欧盟内部市场。

世贸组织说， 截至7日，18
个成员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
策表达担忧，包括欧盟、挪威、
澳大利亚、中国、俄罗斯、日本、
印度和巴西。

欧 洲 理 事 会 主 席 唐 纳
德·图斯克7日说：“特朗普总统
最近说过‘贸易战是好事而且
容易赢’，事实恰好相反，贸易
战不好又容易输。”他说，欧盟
各国领导人本月22日至23日将
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会议，商
讨对策。

提醒教训
小布什高关税政策终取消

马尔姆斯特伦7日提醒美
国不要忘记教训。2002年3月，
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宣
布对10类进口钢铁产品征收最
高达30%的关税， 为期3年。欧
盟当时拟定报复性征税清单，
针对美国钢铁产品、 橙汁、苹
果、太阳镜、纺织品、摩托艇、复
印机等， 美方出口金额合计22
亿美元。2003年12月，小布什宣
布取消这项政策。

经济学家估算， 特朗普对
钢铝产品征收高关税将给欧盟
造成每年26亿美元经济损失。

美国世界贸易咨询公司日
前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 加征
钢铝关税将导致美国至少损失
十几万个工作岗位。

“每增加一个工作岗位就
要损失至少5个其他工作岗
位。”研究报告说，这表明特朗
普政府的新关税措施将得不偿
失。而且，这项研究还未将其他
国家对美国出口商品的报复措
施考虑在内， 这意味着美国实
际就业岗位的损失可能更多。

■据新华社

“以牙还牙”， 欧盟开对美征税清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一旦贸易战爆发，不会有赢家

海尔发布物联网时代平台品牌战略新成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
加德7日呼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放弃加征钢铝产品关税的
计划，警告一旦贸易战爆发，不
会有赢家。

拉加德当天接受法国RTL
广播电台采访时谈及贸易战恶
果。她说，宏观经济将受到严重冲
击，因为美国如果采取行动，其他
国家会报复，“特别是受影响最大
的那些国家，比如加拿大，还有欧
洲国家，特别是德国”。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
主任加里·科恩6日宣布， 将在
几周内辞职。美联社报道，科恩
连日来努力劝说特朗普放弃加
征关税打算，最终以失败告终。

拉加德说：“看似两个阵营
对是否采取这样的举措做了一
番争斗，最后，其中一个阵营占
了上风。”

拉加德说，在她看来，白宫
没有全面考虑加征关税可能招
致的报复。 自特朗普提出将加
征钢铝产品关税以来，欧盟、墨
西哥已放言将“以牙还牙”。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日前
警告，一旦美国对欧盟出口钢铝
产品征收高关税，欧盟将出台反
制措施， 对美国哈雷摩托车、牛
仔裤征税。 特朗普6日回击欧盟
威胁，说如果欧盟报复，美国“将
对他们的汽车加征25%的进口
税。相信我，他们撑不了多久”。

连线

拉加德喊话特朗普：贸易战无赢家

普京谈乌克兰剧变：俄罗斯被美国骗惨
人工智能将助力
农业“看图识病”

3月8日，游客在九寨沟长海景点游览。当日，因地震关闭了7个月的九寨
沟景区部分景观恢复开放。据介绍，当天有700多名游客分别乘坐30多辆中巴
车进入九寨沟景区参观游览。 新华社 图

九寨沟部分景观
恢复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