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杨艺 实习
生 刘茜）人脸识别、智能理货、自动
结算……8月22日，重庆首家京东X
无人超市在两江新区财富购物中心
开业。

至此，“京东智能生活圈”在重庆
形成：以京东X无人超市为中心，方
圆十公里内覆盖布局京东便利店、京
东之家、京东帮智慧社区店、京东专
卖店、京东家电专卖店等不同形态的
线下店，同时辅以京东到家O2O体
验，为重庆人带来智能生活。

记者现场体验发现，在京东X无
人超市购物只需3步——

进店“刷脸”：京东将人脸信息作
为顾客进门的凭证，初次进入无人超
市购物时，通过扫描辅助二维码，绑
定顾客身份和支付信息。

购物：电子价签保证线上线下同
价，并能更灵活地提供最新优惠价
格。

结算：采用射频识别技术，购物
结束后只需在智能化结算通道停留
5秒,系统进行人脸识别后，便能完
成支付，无需进行扫码或其他操作。
即便商品装在口袋或背包里，在通过
结算通道时依然能被感知。

在这家面积接近140平方米的
无人超市里，陈列了 3000 余种产
品，从日用品到护肤品，从饮料到
牛奶，从红酒到零食等应有尽有。
其中，30%货品为进口商品，还有

“三只松鼠”“良品铺子”等互联网
品牌商品，以及火锅底料等重庆特
色食品。

“我们提供哪些货品，依赖于大

数据对周边消费者喜好的分析。”京
东X事业部无人超市项目经理刘世
美介绍，无人超市内的摄像头等物联
网设备将统计分析客流量和用户行
为偏好，通过大数据来不断改善提升

店铺布局、进行精准选品和备货，为
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智能的服务。
比如，针对周边上班族的需求，该无
人超市专门就提供种类丰富的办公
用品。

进店“刷脸”、线上线下同价、无需扫码即可结算

京东X无人超市在两江新区财富中心开业

本报讯 （记者 杨艺 实
习生 刘茜）腾讯西南区域总部
将落户重庆。8月 22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腾讯公司获悉，腾讯在
重庆的布局中，今年内将有两件
大事发生：一是将在重庆打造其
西南区域总部，再是追加30亿元
投资的腾讯西部云计算大数据中
心二期工程开建。

据了解，腾讯自2013年落地
重庆以来，业务范围不断拓展，目
前已有腾讯云、腾讯游戏、客服服
务部、信息安全部等团队落地。截
至目前，腾讯重庆分公司员工已超
过400人，预计2018年底人数将
达到1000人左右。年内，腾讯将
在重庆打造其西南区域总部，与重
庆一起，在大数据智能化领域携手
发展。

腾讯西部云计算大数据中心
于2013年在两江新区启动建设，
一期投资30亿元。该数据中心是
腾讯继天津、上海、深汕合作区三
地之后的第四个自建大型数据中
心集群，也是腾讯在西南地区重要
的数据中心和网络中心。其主要
为西部乃至全国提供“一体化”的
云服务，以及向西南地区工业制造
业提供科研级的高性能计算力和
互联网科技能力。今年，腾讯将追
加30亿元投资，建设其西部云计
算大数据中心二期工程。预计新
增10万台服务器。该中心两期建
成后，总计将达到20万台服务器
的容量。

本届智博会上，腾讯还将与重
庆市公安局进行战略签约。双方将
就警务大数据平台体系建设、民生
警务建设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深层
次合作，同时也将借助腾讯110平
台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据腾讯相关负责人介绍，接
下来，腾讯将与重庆在智慧城市、
智慧政务、智慧旅游、智慧医疗、
智慧教育、智慧交通等领域开展
合作。

腾讯西南区域总部落户重庆
今年将追加30亿元投资开建腾讯西部云计算大数据中心二期工程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伴随着智慧零售热潮渐
起，重庆本土大型商业零售企业也加入了“刷脸支付”行
列。8月2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马上金融）获悉，重庆百货已与该公司在智能
零售领域展开合作，在4家重庆百货门店上线了“刷脸支
付”。消费者在这些重庆百货门店购物，仅凭一张脸就
能快捷地进行付款。

据介绍，重庆百货门店的“刷脸支付”运用了马上
金融自主研发的FaceX活体人脸识别技术，并对接了
微信、支付宝等支付渠道。消费者付款时，只需对着
系统的摄像头刷一下脸，几秒钟就能完成支付，既方便
又安全。

目前，重庆百货旗下的解放碑英利超市店、世纪新
都超市店、世纪新都百货店、世纪新都电器店等4家门
店，先行推出了“刷脸支付”。接下来，重庆百货还会继
续与马上金融合作，在重庆百货其他超市门店或商场推
广“刷脸支付”。

此外，重庆百货正依托马上金融自主研发的智能
客服平台，对传统客服进行智能化升级，将覆盖重庆百
货的百货、汽贸、超市、电器、世纪购五种业态，上百个
业务分类和数十个复杂业务场景。该系统基于意图识
别、多轮对话、知识图谱等模块智能化技术，预计可以
解决重庆百货80%以上的用户咨询问题，大大减少人
工成本。

据了解，马上金融自2015年6月开业以来，一直聚
焦金融科技，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领
域不断创新，研发出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
并已申请100多项国家专利。

目前，马上金融人工智能已经覆盖获客、催收、营
销、风控和客服等流程，可为金融机构、商业零售企业等
开展智慧金融、智慧零售业务提供多项技术支持。

重庆百货4家门店
上线刷脸支付
几秒钟就能完成支付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8月22日，市轨道集团发
布消息称，本届智博会期间，轨道交通6号线国博支线将
增加上线运行列车，发车间隔由目前的10分钟缩短至8
分钟。

为保证6号线、10号线的正常运营，智博会期间，市
轨道集团在6号线国博支线和10号线备有两列应急列
车，可随时上线运行。

据介绍，为方便市民和与会人员乘坐轨道交通参
展，市轨道集团特推出18元一张的一日票，即24小时
内，乘客可凭此票任意乘坐轨道交通出行，不限次数。
不过，一日票仅有3万张，乘客们可在轨道两路口站、牛
角沱站、红旗河沟站等处购买。

同时，市轨道集团在人流大的车站：两路口站、李子
坝站、牛角沱站、红旗河沟站、礼嘉站、悦来站、国博中心
站等增加工作人员，并在江北机场T3航站楼站、重庆北
站北广场站、悦来站、礼嘉站、红旗河沟站设有志愿者团
队，为乘客提供乘车等相关服务。

此外，市轨道集团还加强了对轨道交通车辆，通信、
信号、AFC（自动售检票系统）设备和机电设备等检修、
维护、安全巡查工作，全力保障智博会期间轨道交通的
安全运营。

6号线国博支线
8分钟发一班车
每日推出3万张不限次数的

一日票，每张18元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长期以来，不少老旧小区
的治安问题让人头疼。但在巴南区李家沱街道合建社
区，警方借助重庆市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下称重庆
通服）开发的“福门”智慧安防系统，使该社区成了治安
治理典范。8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通服获悉，
这款智慧安防产品将在首届智博会上亮相。

巴南区公安分局相关人士透露，合建社区是房龄有
20多年的老旧社区，出租房较多，居住人员复杂。过去，
由于安全技术防范水平较差，这里的入室盗窃等侵财案
件时有发生。

2015年，巴南区引入重庆通服自主研发的“福门”智
慧安防系统，开始在合建社区启动智能门禁系统试点，
打造新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至今，该社区已有70多个
单元门应用了“福门”。

“福门”是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技术打造的智慧安防产品，可对人、车、地、物、
事等信息进行智能采集，实现在社会治理、安全防控、民
生服务等领域的大数据分析应用。

重庆日报记者现场了解到，合建社区的智能门禁系
统设置了人脸识别、微信小程序、卡扣、微信授权、蓝牙
和电话开锁等8种开锁方式，社区不同年龄段的居民都
能轻松开门。同时，居民的亲朋好友来访也能方便快捷
地开门。

譬如，居民进入单元楼，直接在门前“刷脸”就行。
如果有朋友来访，居民通过微信发送开门链接，朋友打
开链接即可开门。

重庆通服相关人士介绍，在合建社区，无论通过哪
种方式开门，居民均须事先在派出所登记自己的真实身
份信息、人脸信息及单元门牌号，并录入当地公安系统
数据库。每个人进出单元门时，都会被门口的摄像头抓
拍人像，并自动传送至安防系统后台。据此，当地派出
所可掌握进出单元门的每一个人的情况。

如果有人进出单元门时被抓拍到的人脸信息与登
记的人脸信息不一样，系统会将之判断为陌生人并预
警。根据预警，民警可对多次进出单元门的陌生人进行
重点监控。再加上社区内安装的多个摄像头可随时监
控进入社区的人、车，社区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就有了
保障。

刷脸进门 陌生人进出自动预警

老旧社区
用上智慧安防系统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8 月 21
日，重庆高速集团发布消息称，我市正
在提升高速公路服务区智慧化、信息
化水平，制定了智慧服务区打造计划，
到 2020 年将建成高速路服务区智慧
商圈大数据平台，届时服务区吃、行、
玩、购和救援等有望实现智能化。目
前，部分服务区一些智能化服务功能
已具备。

行
实时发布车流、路段拥堵等信息

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你是否经常遇到
突发交通事故被堵在路上，却又不知何时

才能恢复正常通行？
重庆高速集团启动建设的高速路服

务区智慧商圈大数据平台，可通过高德地
图和高速公路情报板等方式，实时播报路
况信息。

根据规划，今后我市高速公路每10
公里将设一块情报板，实时滚动发布道路
养护管制情况、道路拥堵情况和交通预计
恢复时间等，同时发布服务区车位、车流
等信息。

同时，在重大节假日及客流高峰期，
情报板和高德地图也将实时发布相邻省
份高速公路连接路段路况信息。特别是
将发布服务区周边旅游景区及美食等信
息，把服务区打造成高速公路信息服务
岛。

吃
3个服务区已设无人餐厅

目前，我市高速公路围龙、武隆、大路
3个服务区，设有无人值守餐厅，餐厅设有
智能点餐系统、智能餐桌和送餐机器人。

客人坐在餐桌前，可直接在餐桌上点
餐，账单通过移动支付结算，机器人会把
做好的饭菜送到消费者面前。

根据规划，未来我市将在更多的服务
区设立无人餐厅。消费者还可在智能餐桌
上看电影、听歌，甚至是与机器人聊天。

购物方面，重庆高速集团有望在服务
区设立无人超市。

求援
隧道突发事故自动报警

高速公路隧道是交通事故频发路段，
也是求援难度最大，相对道路管制时间最
长的路段。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重庆高速集团在隧道内，将利用视
频图像智能分析系统、感温光纤报警系
统，实现对隧道内各类突发事件的24小
时监控并自动报警，为缩短应急救援争
取时间。

同时，执法人员通过高速公路联网监
控平台，启动不同应急事件自动应急预
案，第一时间实施隧道管控及救援工作。

重庆启动建设高速路智慧服务区
行、吃、玩、购、救援等有望实现智能化

本报讯 （记者 杨艺 实习生 刘
茜）8月22日，腾讯与武隆区签约，共同打
造“一部手机游武隆”全域智慧旅游平
台。这也是腾讯在全国的首个区域级全
域智慧旅游平台。

武隆区是重庆旅游的标杆级区县之
一，拥有世界自然遗产、5A级景区、国家级
度假区和200多个特色乡村旅游景点。

在本届智博会上，“一部手机游武隆”
将首次亮相。它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游客提供多方

面的智能化旅游服务，包括信息获取、行
程规划、产品预订、游记分享、特色电子商
务等。

该平台建设首期，开户上线一个“可
视化大数据中心”和一个“武隆新玩法”的
小程序。其中，“可视化大数据中心”依托
腾讯云计算及大数据能力，呈现武隆主要
区域及仙女山核心景区人流量、游客画
像、人流趋势、区域交通状况、停车场、景
点空气质量、设施分布等数据。未来，该
数据中心还将接入更多应用场景，包括景

区度假区智慧服务设施、游客旅游消费、
服务等商业数据，以及武隆全区交通、市
政、医疗服务等数据，实现智慧旅游城市
的数字化管理，为政府、企业和游客提供
较为全面的旅游大数据服务。

此次上线的“武隆新玩法”小程序，则
以“创造不同的玩法和体验”为核心，游客
可根据自己喜好定制、选择武隆最新的优
质旅游线路，也可看到各种会玩的旅游达
人推荐的最新玩法，还可实时上传分享旅
行过程中的体验。

在未来规划中，“一部手机游武隆”还
将连通智慧度假社区，推出极具特色的

“度假一码通”。另外，“乡村旅游定制及
特色电商”服务也将陆续亮相，实现武隆
景点、度假区、乡村旅游和城区的全域化
智能化数字化管理。

腾讯与武隆区签约

“一部手机游武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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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2 日，京东 X 无人超市重庆首店在两江新区财富中心开门迎客。
店内每一个商品都贴有电子标签。

▶顾客出店只需刷脸，5秒完成结算。
记者 罗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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