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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卢云龙

连日来， 河南省多地持续暴雨，造

成水灾频发，牵动全国人民的心。 灾情

发生后， 互联网科技企业反应迅速，为

河南提供多方支持。 近日，多家科技公

司宣布捐赠，驰援河南。 记者梳理资料

发现，除了捐钱捐物，科技企业还拿出

自己“看家本领”，在出行保障、地图导

航、即时通信、物流配送等方面发挥作

用，多维度帮助河南人民抗击灾害。

爆款文档体现“人赋能互联网”

河南水灾发生后，朋友圈出现各种

救助文章刷屏，希望能为救灾出力。 一

个名为《待救援人员信息》的文档刷屏

尤为明显。

据微信公众号“腾讯”7月21日晚间

消息，文档创建者“Manto”是一名河南

的大学生，她和30多名同学一起参与了

活动。 大家用在线文档分工整理，待信

息充足后， 部分同学核实救援信息，另

一部分同学联系被困和救援人员。 后

来，参与编辑、维护文档的人越来越多。

据腾讯提供的数据，该文档在生成

24小时内，有超过250万次访问量，创下

了产品单个文档的访问量纪录，约有30

万人参与编辑，救助了3000人左右。 互

联网资深评论员“三表”认为，一款办公

应用成了重要求助工具，这是设计者当

初没有想到的，“这一次，人赋能了互联

网”。

电商平台搭起应急沟通桥梁

应对灾难， 电商平台也转变角色，

从销售平台变成大众的“服务热线”。

目前， 京东开通了950618河南地区专

线， 客服团队提供24小时商品调度、物

资协调等必要的咨询服务，为当地群众

提供紧急救助支持，包括针对河南商家

迅速出台延迟发货政策， 开通商家专

线，保障商家权益。 京东健康也紧急为

河南地区用户开启免费在线问诊服务

专区，京东健康950619热线已开通24小

时就医咨询服务专线， 尽最大可能帮

助当地受灾群众处理紧急就医需求。

抖音电商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

访时称， 平台面向河南商家推出减免

技术服务费、 延长商家发货和售后服

务时间、 开通商家专线服务等五项扶

持措施，在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同时，助

力河南商家抗击灾情。下单时间在2021

年7月17日至31日， 且发货和售后地址

位于河南省的商家订单， 抖音电商将

减免所有订单的技术服务费， 相关费

用会通过后置返点的形式返还给商

家。 同时，抖音电商已为河南商家延长

了发货和售后服务时间：对于发货地址

位于河南省的商家，提供最长为10天的

延迟发货规则。

拼多多技术团队第一时间开发上

线“应急救灾物资反馈入口”，收集受灾

地区抗灾需求，提供信息对接和物资支

持。 受灾群众及相关社会机构均可通

过此入口反馈相关信息， 协助受灾群

众共同抗灾。 目前，拼多多已设置业务

专员对接群众受灾需求，并及时做出响

应。

多个APP开通互助通道抗灾

此外，科技企业也纷纷紧急调动产

品技术资源，全力助力政府与社会各界

抗洪救灾。

高德发布“河南暴雨积水地图”，河

南当地的用户直接点击地图上的“积水

点”图标，就能进入相关聊天室，发布求

救信息，并获得救援队电话、避难场所

位置等即时资讯。 阿里云“‘郑州大脑’

医疗120急救系统” 正全力支持救护车

调度保障；“郑州政务钉钉”系统紧急扩

容已完成，钉钉技术团队将24小时保障

郑州市救援相关政务联络需求。

百度App紧急开通“河南暴雨互

助”通道，搜索“河南暴雨”“郑州暴雨”

等关键词即可直达入口。 此外， 百度

App“河南暴雨”专题也第一时间发布

汛情相关消息，用户可在页面内查询自

救方式和救援电话等信息。

字节跳动旗下多个产品

（抖音、今

日头条、西瓜视频、抖音火山版）

已经上

线暴雨求助通道。相关用户如果本人或

身边朋友遇到困难、需要帮助，可以通

过任一产品填写相关求助信息。

石头科技上线

手持吸尘器产品H7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

昨

日， 石头科技正式上线了新一代自有

品牌手持吸尘器产品———石头手持无

线吸尘器 H7。 石头 H7 尘桶容量为

500ml，同时兼容大容量抗菌袋，配备

尘袋支架与一次性尘袋， 替换气旋组

件，可切换到尘袋模式使用。灰尘吸入

后会留在尘袋里， 装满后可直接丢弃

更换新尘袋，彻底解决扬尘问题，对灰

尘过敏的人群更友好， 尘袋抗菌率高

达 99.97%有效过滤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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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开通互助通道，电商在线做“客服”……

科技界在行动 多维度驰援抗灾

广东31家企业亮相2021大连数交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记者

从广东省数字贸易与服务产业促进会

获悉，7 月 22 日~25 日，2021 年中国国

际数字和软件服务交易会

（以下简称

“数交会”）

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召开。

广东省多达 31 家数字贸易企业及园区

参会。

作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促进中国数字领域开放与合作的国

家级平台，数交会已举办达 19 年之久。

本次展览面积为 35000 平方米、线下参

展企业多达 500 家。广东省商务厅组织

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佛山、韶关、梅

州、 东莞 31 家数字贸易企业以及优质

园区（

基地）

，超百项高新产品与技术亮

相。 此外，利用现场直播、在线互动等

形式， 广东省各市上百家与数字贸易

相关的企业同时在云端亮相。

在参展企业方面，本次参展的广州

华微明天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研发了智

能头盔、智能充电柜、智能工器具管理

系统、 智能 AI 视频分析系统等一系列

现场作业智能化产品， 并实现了产品

普及应用。 另一参展商金邦达则带来

了数字人民币硬件钱包。其创新支付产

品蓝牙卡、二维码支付解决方案均获得

了市场好评。

据广东省数字贸易与服务产业促

进会方面介绍，近年来，广东省持续推

动数字经济产业创新集聚发展，打造数

字产业优质园区，助推服务贸易进入数

字化转型升级的快速通道。 其中，广州

市天河中央商务区

（以下称 “天河

CBD

”）

作为广东省唯一入选2020年首

批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的园区，也是

此次数交会中的优质产业园区之一。

本来生活

发布餐桌消费报告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

近

日，本来生活网出炉《本来生活网 9 周

年“回家吃饭”报告》。 报告显示，用户

对生鲜的选择， 已有明显的品牌认知

意识，农产品标准化和品牌化的坚持，

日渐得到市场的回馈。据悉，本来生活

从源头介入打造的知名产品目前占比

30%以上， 这些产品经历了本来生活

网买手严选， 从品质独特性到品牌价

值度都与本来生活网深度绑定。 本来

生活创始人兼 CEO 喻华峰表示，生

鲜赛道是持久战，自我造血能力、盈利

能力是持续发展的基石。

近8成互联网从业者有加班经历

信息 时 报 讯 （记 者 卢 云龙 ）

昨日， 拉勾招聘发布 《互联网行业

非正常工作制民意调查报告》， 对上

千位互联网从业人员进行了问卷调

查。 报告显示， 互联网人中 78.4%曾

有过加班经历， 57.5%出于对薪资、

职业发展等因素的考虑勉强接受 ，

40.3%完全拒绝， 仅有 2.2%的从业者

认为加班合理， 可以完全接受。 从

职位 上 来 看 ， 6.3%的 职 能 人 员 、

4.6%的销售商务人员以及 2.3%的技

术人员能完全接受加班， 位列前三。

而总被要求蹭热点跟热度， 随时随

地上岗的运营 ， 则有 45%的坚决

“拒绝”。

欧瑞博推出旗舰产品

MixPad X系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

近

日， 全宅智能家居领导品牌欧瑞博在

广州举办了“第四代全宅智能超级体

验店”发布会。 发布会上，欧瑞博推出

旗舰产品 MixPad X 系列， 战略新品

MixPad 精灵触屏语音开关、 升级了

AI 无主灯，以及第四代全宅智能超级

体验店。其中，旗舰新品超级智能开关

MixPad X 是全景屏全宅智能中控旗

舰， 采用 BOE 专属定制 12.3 英寸第

五代超清透 16：6 全景屏，近场移动视

角黄金比例， 满足智能家居场景中自

然、舒适的多模态交互需求。

帮帮抢获千万级

A+轮融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

近

日， 本地生活新物种帮帮抢完成数百

万美元 A+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大湾区

共同家园投资基金领投。 老股东还包

括愉悦资本、云九资本。帮帮抢合伙人

汪子俊表示， 公司背靠中国最广阔的

消费市场，希望为 10 亿用户提供高频

刚需的生活服务， 让超值低价改变每

个人的生活质量。帮帮抢 A+轮融资将

用于扩张深圳及周边的业务覆盖范

围、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平台的研

发投入。

京东客服团队开通专线为受灾群众提供服务。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