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士杯”科普趣味
定向赛在沪举办

近日，由金山区科委科协和
长宁区科委科协共同主办、上海
融氏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赞
助的“上海融氏杯 听花的声音”
科普趣味定向赛在朱泾镇花开
海上生态园举行决赛。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为更好
激发大家对科普知识的热情，增
强大众对科学知识探索的愿望，
培育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
良好氛围而开展的科普趣味活
动。通过“科普+旅游+体育”活
动形式，把区内科普教育基地与
旅游体育相结合，把农业科普知
识与花卉、旅游景点相结合，让
游客在获得快乐心情，享受美好
自然的同时，还能学习科学知
识。 青年报 王娟

南宁火龙果
推介会在沪举办

10月24日，由南宁农业委
员会主办2017南宁火龙果推介
会在上海举办。据悉，本次推介
会是第十届亚洲果蔬产业博览
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南
宁火龙果2017全国路演活动的
上海站，南宁火龙果产销联盟代
表悉数出席，同时以展团组队的
方式进行产品展示、产销对接和
推介宣传。推介会上，南宁市农
业委员会党组成员、总农艺师欧
桂兰分享了南宁优势水果特色
和火龙果发展现状，产业已形成
设施标准化、品种优良化、技术
标准化、产品优质化等发展趋
势。南宁市水果生产指导站站
长罗昭越则着重介绍了南宁火
龙果产业发展和规模集聚效
应--目前种植面积10.1万亩，
年产量约15万吨，占全国种植面
积的近五分之一。 青年报 王娟

长三角城市
接力对抗赛举行

11 月 5 日，一年一度的覆
卮山攀浪节再次拉开序幕。来
自上海、江苏和海盐、嵊州、义
乌、台州、上虞、余姚等8支长三
角参赛代表队，齐聚岭南乡东澄
村，共同参与角逐由区休闲旅游
工作领导小组和区全民健身领
导小组联合举办的中国·上虞覆
卮山攀浪节——2017长三角城
市接力对抗赛。

据介绍，攀浪是以万年石浪
为载体，充满神秘感，富有挑战
性，适合全民参与，是全年可以
开展的一项户外运动项目。今
年的覆卮山攀浪节，在原有的基
础上继续融入攀浪接力、城市对
抗、步道健身等理念。同时，为
广泛推广覆卮山攀浪这一独特
的山地运动和上虞独有的旅游
景观，带动更多周边县市来覆卮
山休闲、观光、运动、旅游，通过
城市接力对抗，共同参与竞技，
增进友谊，进一步推介上虞旅游
资源。 青年报 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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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家“刷脸消费”无人店开业
青年报 姜卓

“Biu”地一下，消费者无需
掏出手机，只需简单驻足进行
刷脸就可以购物了。11 月 6
日，苏宁上海首家无人店苏宁
易购Biu作为今年O2O购物节期
间的“新物种”，在苏宁易购五
角场云店亮相。

本报探店发现，在进入无
人店之前，需要提前在手机上
下载“苏宁金融”APP，进行面部
识别并绑定银行卡，随后就能
无障碍的进出无人店并“刷脸”
购物了。

站在无人店轧机口，抬头
对准摄像头，显示屏幕就能够
显示通过摄像头出识别到的用
户信息，为了用户安全起见，姓
名等关键信息只部分显示。识
别用户后，轧机门立即打开。

进入店内，用户可以随意
挑选想要购买的商品。在所有
商品的价格指示牌中，都有相
对应的二维码或条形码，用户
也能够通过苏宁易购App扫描
二维码或条形码或许更多商品
的相关信息。据无人店负责人
透露，所有无人店内的货品，都
与苏宁易购平台内的商品一一
对应。

从苏宁此家无人店现场产
品的陈列来看，其品类主要包
含四种，其中体育IP 产品占比
达到70%左右，此外还有苏宁吉
祥物苏格拉宁IP 产品、具有科

技感的“优趣”产品，以及部分
复购率高的家居类产品。

选好想要购买的商品后，
通过店内地标的指引，走到出
口轧机前，同样是抬头面相摄
像头，即能够识别用户以及所
购买的全部商品。购物清单以
及价格都会出现在出口处的显
示屏中，随后后台通过绑定的
银行卡自动扣款，用户离店完
成本次消费。

据了解，这是苏宁全国范
围内的第二家无人店，相比苏
宁今年8月份在南京开设的无
人店，苏宁易购Biu面积更大、
品类更丰富。

苏宁易购副总裁、上海苏

宁总经理范志军表示，作为苏
宁智慧零售的一部分，苏宁易
购无人店作为全新的线下应
用，其最终目的是为用户提供
更好的服务和体验。后期苏宁
将继续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
区域进行落地推广，并因地制
宜丰富产品品类，提升消费者
的无人体验。

据介绍，苏宁无人店的一
整套解决方案，是建立在苏宁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基
础上实现的。在苏宁的门店客
流分析系统中，建立人与门店
的关系，通过统计进店客流量
以及实际产生的销售单量，计
算出销售转化率。此外，记录

消费者的行动轨迹，哪个柜台
最受欢迎，哪件商品被拿起来
最多次，诸如此类的数据，都将
被记录下来，作为日后提升用
户体验的基准。

“无人店最终目的并不是
追求完全无人，它不仅仅是为
了降低人工成本，更主要的是
从低级、简单体力或脑力劳动
（如收银）中解放人（店员），让
人从事更高级的劳动，比如，苏
宁V购可以给用户提供专家导
购咨询等高级服务，”范志军表
示，“另外，无人店也节省用户
时间，不必排队付款，拿了就
走，所以无人店最终目的还是
为用户提供好的服务和体验。”

青年报 姜卓

11月2日，OPPO正式发布
了其国内首款全面屏拍照手
机——OPPO R11s。同时，OPPO
副总裁吴强也在现场阐述了
OPPO对于自身和行业的一些思
考。

为什么在此时推出全面屏
手机？吴强不否认OPPO未率先
采用全面屏，他说，“我们在进
入某个市场或者打造产品时，
不一定非得做率先上市的，也
不一定非得率先使用最新的技
术或者器件。但是当我们进入
这个市场的那一刻，一定要在
某些方面做到领先”。

而在拍照方面，OPPO 也不
是双摄的率先使用者。据悉，

OPPO在今年6月发布首款双摄
手机 R11 时，在时间上比其他
主流厂商晚了半年多。而时隔
不到半年，OPPO带来了全新的
智选双摄方案，首次做到两颗
摄像头均为主摄，并且首次采
用双f/1.7光圈+2.0μm像素的
搭配，两项首创开启了智能手
机双摄新格局。

OPPO 产品经理Listen更为
详尽地介绍称，此次OPPO R11s
由内而外拥有三大升级--更好
用的全面屏、更智能的拍照和
更易用的系统。

他表示，OPPO R11s采用纯
粹简约的全面屏，在继承 R11
纤薄“小蛮腰”和微弧面设计的
同时，又为上下边框设计了宛
若天成的“月牙弯”，使R11s看

起来更简洁、拿起来更舒适；搭
载全新1600万+2000万智选双
摄，支持2000万前置AI智慧美
颜，人像摄影表现更上一层楼，
让用户无惧环境和光线的限
制，随手就能拍出满意的人像
照片；运行全新 ColorOS3.2 系
统，性能、网络和交互都进行了
深度优化，让手机更易用。

另据悉，OPPO 一直在围绕
着用户的核心需求，不断探索
各种前沿科技的整合与应用。
吴强透露，目前OPPO已经在北
京、上海、深圳、硅谷、东京等国
内外科技前沿地带成立了研究
中心。尤其在影像技术、5G、人
工智能等重点领域OPPO投入了
更大的人力和资源。除自主研
发外，还与供应链上游的龙头

企业，如索尼、三星、商汤科技
等进行深度合作。

吴强表示，未来会有更多
技术成果逐步运用到产品中，
为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有市
场零售调研机构数据显示，OP-
POR11 在 6月中旬上市后当月
就取得了价位段单品销售冠
军，而在R11的用户中，30岁以
下的年轻用户占到 80%以上，
OPPO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
的拍照手机品牌。

最后，OPPO 公布了新品的
发售信息：OPPO R11s将于11
月10日线上线下同步开售，黑
色和香槟色售价2999元，红色
版 售 价 3199 元 ；OPPO R11s
Plus将于11月 24日线上线下
同步开售，售价3699元。

OPPO发布全面屏手机R11s 欲“后中争先”

青年报 姜卓

11月 3日，三星家电携手
宝马MINI发起“来我家吧”活动，
共同畅想都市居住创新，让城市
生活更加精彩。作为全球高端
家电品牌，三星通过展示全套高
端家电，描绘了未来智能化、品
质化都市生活美好蓝图。

三星电子大中华区生活家
电事业部总经理徐斌表示，三
星一直致力于寻找都市生活解
决方案，努力营造一个更有趣

的生活空间。有意义的家电产
品创新，是让智能家电产品体
验更有趣，也为生活带来更多
便捷，我们的都市生活才能因
此变得更加美好。三星的设计
哲学是通过学习当今消费需求
并前瞻未来趋势来创造出一款
产品，这样的设计哲学使得三
星在每一款产品上的创新都是

“有意义的创新”。
在智能家居生态不断深化

的今天，理想的家应该是智能
互联的整体。三星现场展示了

全系家电互联互通的未来智能
家 居 生 活 场 景 ：仅 需 使 用
Smart View手机APP，手机的小
屏和三星电视大屏就能够无缝
互联，实现视频内容的实时共
享；通过搭载的21.5英寸高清
屏幕，三星品道智宴冰箱能与
三星智能电视无缝镜像连接，
从而同步追剧，打通厨房和客
厅的界限；通过三星自主研发
的Smart Home App ，三星冰箱
所能实现的远程食材管理、厨
房娱乐交互、智能保鲜等功能，

都可以用手机来完成智能交互
体验。有意义的家电设计就是
为生活带来便捷，丰富体验。

徐斌表示，依托品牌创新
力以及“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服
务理念，三星有效推动了科技
升级、消费升级以及供给侧改
革。在中产阶级不断崛起的今
天，三星家电已成为高端消费
的重要入口。未来，三星家电
将会加入更多人工智能相关的
技术，带来更加顺畅、舒适的智
能家居体验。

三星家电携MINI“智”享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