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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记者罗鑫）
近期，北京市调整了进出京管理政策，11
月 17日零时起，关于从严从紧做好进出京
管理的措施将实施，人员进（返）京须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
宝”绿码。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
调机制日前针对公众关切的问题进行了
答复。

关于“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的起止时间，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
控协调机制答复称，乘坐飞机、火车、省
际客运班线进（返）京人员，须持登机登
车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
京健康宝”绿码；自驾车进（返）京人员，
须持抵京前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和“北京健康宝”绿码，前往进京检查站

查验。
关于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

形式，纸质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电子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均可。电子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可以通过“北京健康宝”、支付宝

“健康码”、微信国务院客户端等进行查
询。

关于“14 日内有 1 例以上（含 1 例）本
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县（市、区、旗）旅
居史人员严格限制进（返）京”中的 14日如
何界定，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
机制答复称，拟进（返）京日期（不含当日）
前 14日该县无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
即可持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
京健康宝”绿码进京。此外，北京有 1例以
上（含 1例）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区人

员非必要不离京；已经离京的，可持 48小
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
绿码返京。

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
制表示，11月 17日零时起，对 7个省（自治
区）51个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市、区、旗）
执行限制进（返）京管控措施。14日内有
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
人员非必须不进（返）京；在京人员非必须
不前往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市、区、
旗）。具体县（市、区、旗）是：

吉林省（1县）：珲春市；
黑龙江省（10县）：密山市、虎林市、绥

芬河市、东宁市、饶河县、同江市、抚远市、
萝北县、爱辉区、逊克县；

内蒙古自治区（9县）：满洲里市、额尔

古纳市、新巴尔虎左旗、二连浩特市、东乌
珠穆沁旗、乌拉特中旗、额济纳旗、达尔罕
茂明安联合旗、阿尔山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2县）：巴里坤哈
萨克自治县、奇台县、青河县、福海县、阿
拉山口市、霍尔果斯市、察布查尔锡伯自
治县、塔城市、吉木乃县、乌恰县、阿合奇
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西藏自治区（3 县）：吉隆县、聂拉木
县、普兰县；

云南省（10县）：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
县、勐腊县、勐海县、耿马县、瑞丽市、腾冲
市、文山市、马关县、河口瑶族自治县、金
平县；

广西壮族自治区（6县）：东兴市、凭祥
市、宁明县、龙州县、靖西市、那坡县。

7个省（自治区）51个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市、区、旗）

今起执行限制进（返）京管控措施

新华社郑州11月16日电（记者王烁）
记者 16日从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 11 月 16 日
18时，郑州市连续两日无新增阳性病例，
本轮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53例，其中荥
阳市 37例、新密市 12例、金水区 4例，目前

已治愈出院 2例。
16日，集中隔离点采样 11931份（隔离

人员 9048 人、工作人员 2378 人、物表 505
份），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本轮疫情，
郑州市累计追踪密接人员 1882人、次密接
1.2万人，先后对疫情发生地以及确诊人员

活动地的 8个区（市）进行 3轮全员核酸检
测，共检测2301万人次，结果全部为阴性。

据介绍，从郑州市确诊病例情况来看，
除11月4日荥阳市贾峪镇全员检测发现的
2例患者外，继发感染者主要从集中隔离点
内产生，未发生病例外溢情况。目前，郑州

市已组建省市呼吸、感染、儿科等专业的多
学科专家团队，对所有患者制定“一人一
案”个性化治疗方案，实行中西医结合治
疗，中医药参与率达到 100%。目前，郑州
市确诊病例均为轻型和普通型，没有重型
和危重型病例，所有患者病情平稳。

郑州8区（市）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智能客服如何更智能？
网购退换货、手机换套餐、银行问

业务、宽带出问题、机票退改签，几乎你
能想到的所有客服场景中，背后都有智
能客服的身影。这些机器人 24 小时在
线秒回，语气永远温暖，从不会闹脾气，
然而头顶智能“光环”，却被吐槽“听不
懂人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用户体
验差，企业却坚持要用，这又是为何？

智能客服槽点不少
让人烦恼

家住天津的刘云发现自家的 WiFi
突然断了，于是她拨通了宽带运营商的
客服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温柔女声，一
长串的介绍之后是服务选择，有“查话
费”“宽带不能使用”等，声音标准亲切，
但却有点机械，56岁的刘云半天才反应
过来，这是机器人的声音。

“俺家歪发（WiFi）不嫩（能）使了。”
老家是山西的刘云普通话并不太标
准。电话那头明显没听懂，重复了刚才
的问题选项，刘云有点急了，“俺要人工
客服”，可是听筒那边的机器女声依然
甜美，重复着刚才的问题选项。刘云生
气地挂断电话，只好找自己的女儿孙萌
帮忙报修。

孙萌依照智能客服的层级问题，在
人工客服全程未出现的情况下顺利报
修，最后机器女声温柔提醒，“维修人员
将尽快上门服务”。

孙萌说：“现在越来越普遍的智能
客服有许多优点，但对老年人不太友
好，不少老年人都有口音，如果客服听
不懂，就会答非所问，鸡同鸭讲。”

人工客服不应缺失，她聊起最近的
一次机票退改签遭遇智能客服的经历，

“客服热线设置的层级问题太多，人工
客服藏得太深，当我最后连接到人工客
服的时候，用了快 3分钟。”

随着语音识别技术的快速发展，智
能客服已成为人工客服的得力助手，可
是这一科技感满满的智能改革不少消
费者却不太买账。

不少人想用客服电话快速解决问
题，但却在“请按 1、2、3”里兜来绕去，在
层层叠叠的问题迷宫里寻找人工客服，

当找到人工客服，却又只能在一遍又一
遍漫长的“人工客服坐席忙”的等待音
乐中放空。

今年上半年，江苏省消保委发布了
《数字化背景下客户服务便利度消费调
查报告》，对 48 个 App 平台进行服务调
查，涉及公共服务、金融服务、出行旅
游、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

调查结果发现，71.2%的消费者表
示遇到机器人“答非所问”、不智能的问
题；23.6%的消费者表示无法找到人工
客服或人工客服存在“踢皮球”等现
象。八成以上在线人工客服藏得深，需
要一次或多次输入“人工”或“转人工”
字样才能转接。

智能客服行业
亟待升级用户体验

在消费者吐槽智能客服不智能的
另一面，是智能客服越来越受到企业的
重视和青睐。依靠上岗快、成本低等优
势，智能客服机器人用自己的标准话术
解决消费者重复性较高的常见问题，使
得有限的人力可以集中去解决更困难、
更急迫的问题。然而，受制于不成熟的
底层技术，智能客服仍存在较大的突破
空间。

——缺乏共情能力。消费者拨通
一通客服电话，是因为有解决问题的需
求，他们期望收到更具针对性、更具人
文关怀的客服服务，但情感计算是机器
客服需要攻破的难点，冰冷的机器人技
术流程很难识别消费者个性化的提问
方式和语句结构，更无法灵敏捕捉用户
的情感变化，影响到用户体验。

——人工智能技术有待提高。南
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梁潇表示，
智能客服的底层算法逻辑是机器将语
音转换成文字，将关键字和知识库中的
内容进行比对，然后做出相应的反应回
答，这就需要知识库中的知识量足够
大，才能让智能客服做出更快更好的回
答。知识库中有限的知识量和有待提
升的人工智能自我学习能力是目前制
约智能客服发展的重要方面。

——企业使用定制率低的智能客

服产品。据一家共享经济电商平台的
客服部门负责人刘先同透露，智能客服
服务方案应该是定制化的，再加上电商
服务场景多样、链条长，有的企业考虑
成本，使用定制率低的产品，甚至使用
价格低廉的通用型智能客服，就会导致
消费者使用感受差。有的企业的智能
知识库不够完善，导致智能客服与消费
者多元的语言类型匹配程度很低，甚至
无法匹配。

人机协同才能
更好服务用户

智能客服绝不能单打独斗，一定要
携手人工客服，共同服务用户，这已经
成为多数业内人士的共识。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未来人工客
服仍将长期存在，人工客服能够弥补智
能客服的不足，提出改进方向，这一过
程也将凸显人工客服的重要性，提高其
积极性，二者将形成良性互动循环。

刘先同也表示，智能客服只是辅
助工具，“一键转接”或者“一触即达”
的人工客服的入口十分必要，智能客
服规范化标准化的特点应和人工客服
实现双赢。企业应该意识到，客服服
务升级势在必行，企业绝不能因降低
成本而过度减少人工客服数量。此外
智能客服应该在情感分析上多下功
夫，识别出特殊投诉场景应第一时间
转接人工客服。

梁潇认为，智能客服相关技术人员
需要在深入了解商家个性化需求的基
础上，对智能客服的知识库不断升级扩
容，同时可以搭建更加智能的算法体
系，让客服系统智能地扩容知识库。从
前端语音识别来看，智能客服对方言的
识别能力也应不断提升。

专家着重指出，要帮助老年人、残
疾人等共享数字生活，针对这类人士应
该研发出更为精细的服务技术。业内
人士表示，随着 5G 技术商用时代的来
临，将为智能客服带来丰富的想象空
间，为客户带来更温情且交互性更强的
服务场景。

新华社天津11月16日电

11月16日，在贵州省赤水市宝
源乡回龙村，杨贵妃（右）在取竹
酒。

今年 28 岁的杨贵妃是贵州省
赤水市宝源乡回龙村的苗族女青
年。2016年，杨贵妃从电视新闻中
看到制作竹酒的商机，便辞职返乡
开始创业，一边自己钻研，一边多
次往返于福建、湖南等地取经。竹
酒的制作，要通过高压无创技术将
白酒注入合适的竹腔内，让其与竹
子共同生长 4 至 6 个月后再取出，
在竹腔中经过二次发酵的竹酒品
色更佳。

目前，杨贵妃向周边村民租了
上千亩竹林用来制作竹酒，取酒
后，竹子仍由村民卖到市场，村民
则通过流转土地以及从事种酒、取
酒等工作增加了收入。

新华社 发

竹酒“种”出
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