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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餐厅、智能音响、城市大脑……

这些黑科技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吃了就走”的餐厅、对
着音响叫外卖、“城市大脑”
提供治堵方案……随着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的飞
速发展， 科技创新正在颠覆
我们对未来的想象。
正在举行的“
2017杭州·
云栖大会”上，一批最前沿的
人工智能产品纷纷登台。 这
些酷炫的“黑科技”将如何影
响我们的生活？

双十一全国快递量或超10亿件
江苏区域快递暂未涨价

智慧城市

“未来智能餐厅”：
手势点餐 吃完就走人
餐厅里人来人往，却难见服务员；在餐桌
上方挥动手势就能点餐， 吃完后可以直接走
人，感受吃“霸王餐”的感觉，其实，出门的时
候食客的手机已经自动完成扣款。 这就是云
栖大会上人气极高的“未来智能餐厅”。
进入餐厅， 记者用支付宝扫码并进行授
权，完成了自动识别身份。 落座后，只需要轻
击桌面或者挥动手势， 就可以触发智能点餐
界面自助点餐。 系统还可以根据顾客的历史
消费记录进行菜品推荐。
杭州市民李女士在体验完智能餐厅后
说，传统餐饮买单时少不了核对账单、支付宝
扫码等多个步骤， 而智能餐厅采用的无感支
付只需要用户第一次绑定代扣， 就可以由服
务员确认清台，支付宝自动完成扣款，而且无
需担心账单出错。
“
‘未来智能餐厅’的创新点不仅在于用
餐体验的增强，更是对支付流程的升级：到店
确认身份后，就可以把手机收起来，吃完直接
离开。 ”蚂蚁金服相关负责人说，整个付款流
程大幅缩短， 这是未来线下支付的一次重大
改变。对于店家来说，也有利于引流以及降低
人力成本。
虽然号称遇到任何情况可以随时与餐厅
联系， 其安全系数与目前线下饭店用支付宝
买单付款类似， 但不少顾客对于支付的安全
性仍存疑。 业内人士称， 在参加测试的商家
中，用户对绑定免密支付的接受度约为15%。
这种形式要想让顾客完全接受， 还需要更长
时间。

“智能机器人”：
对着音响叫外卖
“
天猫精灵，给我点一份小龙虾外卖。”一
位体验者站在阿里科技体验区， 向智能机器
人
“天猫精灵”发出了指令。 随后
“
天猫精灵”
回复：“最近大家都在点麻辣小龙虾， 优惠价
格152元，外卖送到您常用的地址。 ”
体验者随后查询手机订单平台， 看到其
绑定的账号已经在淘宝外卖上为他购买了一
份外卖。
“
没想到它能听懂我的指令，还能完成指
定动作。”参观者们体验了与智能音响的人机
对话后表示。
如今，依托互联网技术的服务能力，智能

孩儿巷南路 ６２－副 ２ 号
85584821 13057087809
佳成花苑 3/6 3/2 136m2 车库 32m2 婚房 精装 拎包入住 启秀学区 170万
友谊公寓 4/7 3/阳 153m2 精装 平台25m2 启秀学区
256万
濠西园华迪小区 4/6 3/1 94m2 车库13m2 中装
108万
长虹新村 4/6 2/1 66.17m2 精装 拎包入住
50.5万
141.8万
江景苑 6/18 2/2 105.36m2 车库20m2 南北通透
易家桥新村底 /5 2/1 59.13m2 有院子 交通便利
63.8万
财茂园 6/6 2.5/1 87m2+阁 20m2 车库 8m2 净
80万

吉缘中介

晚 报 南 京 讯 据中国江苏网报道，10月
12日，北京，尼尔森和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国
内首份《快递最后100米服务趋势报告》，报告
称今年双十一， 快递全行业的快递处理总量
将达到新的量级，预计将会超过10亿件。快递
量猛增，快递涨价消息也不绝于耳。继中通快
递、 韵达快递公司宣布涨价后，12日下午，多
家媒体称圆通快递也将跟涨。 记者随即与圆
通总部取得联系， 对于网上热传的圆通涨价
文件是否真实，圆通方面未正面回应记者，只
是肯定地表示：“
目前我们不涨价”。作为快递
行业的龙头公司， 顺丰江苏区域相关负责人
回复记者称暂不会调价。 天天快递江苏区域
负责人表示也不会跟涨。
韵达、中通快递已明确要涨价，江苏区域
是否已调价？要涨多少呢？记者12日在南京鼓
楼广场附近的中通、韵达快递网点了解到，网
点暂时还没调价。12日中午，省邮政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回复记者称， 还未收到江苏快递网
点调价的消息。 记者了解到，中通、韵达或将
赶在今年双十一之前正式上调价格。 针对中
通、韵达调价后的市场秩序，邮管部门将密切

曹一 作

机器人目前已经实现涵盖影音娱乐、 新闻资
讯、购物外卖、家居控制、生活助手、儿童教育
等100多项技能。
现场技术人员介绍， 这款智能机器人内
置人机交流系统，相当于有一颗能学习的
“大
脑”。 伴随着和用户的持续互动，这颗“
大脑”
也能不断进化成长，并且还能够实现
“千人千
面”，能够根据每个人的喜好进行内容设定和
推荐。
语音交互正被业界认为是打开新世界的
“大门”。 声纹识别技术的发展使智能音箱能
“认识”主人，分辨出陌生人的声音。“以此保
证使用的安全性和私密性，5米以内识别率达
到93%。 ”技术人员说。
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识别率还有
待提升，否则，别人也能通过对智能音响发号
指令，进而操控你的账户，应在语音功能的起
步阶段，预见风险，控制风险。

河南一中学集中砸毁学生手机

“城市大脑”：
让城市更畅通

教育局：已要求校方整改

给机器装上人工智能“大脑”很常见，为
城市装上一颗人工智能“大脑”，又会发生怎
样的变化呢？
人工智能直接作用于城市管理开始进入
人们的视野。“
城市大脑”便是其中的一种尝
“城市大脑”在杭州落地后，
试。自2016年10月
苏州、 澳门等城市也进行了推广。 在各界看
来，
“
城市大脑”将会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
杭州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叶寒冰说，目前
杭州城市大脑是1.0版本，主要实现的功能是
通过各类数据感知交通态势进而优化信号灯
配时， 能够为杭州人的快速出行提供实时分
析和智能调配。
“以数据大脑为核心，实时监控分析道路
车流量，在车流巨大的路段，全程绿灯不停车，
是
‘
城市大脑’给出的一套城市治堵方案。 ”阿
里巴巴首席技术官王坚认为， 在预判交通流
量，给出解决方案方面，机器更具优势。
数据显示， 杭州主城区的高峰期平均行
车速度提升15%， 区域平均拥堵时间下降
9.2%。“城市大脑的目标是让数据帮助城市
来做思考和决策， 将城市打造成一个能够自
我调节、与人类良性互动的空间。”王坚说，城
市大脑将会成为解决城市病的重要方式，未
来人工智能会在更多领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
深刻变化。
新华社记者 张璇 魏董华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久和中介 85113759
15996677075 银河中介

姚港路 31 号 1/6 80m2 院子自建 35m2
73.8 万启秀学区房
102 万
金桥小区 2/ 车 118.7m2 3-2 中等装修 车库 15m2
虹桥东村 3/6 91.36m2 2..5-1 合用车库
76 万
88.8 万
易家桥 1/ 车 88.1m2 2.5-1 车库 4m2 简单装修
春晖花园 2/ 车 133m2 3-2 车 12m2 精装
176 万
北濠桥新村 2/6 46m2 1-1 大平台 简装
42.8 万
紫东南苑 7/ 电 121m23-1 车库 10m2 新毛坯
168 万净

晚 报 综 合 消 息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近
日， 河南南阳华龙高级中学在操场举行手机
销毁大会， 数十部从学生处没收来的手机被
用铁锤砸毁、投入水桶中。该事件在网上引发
热议，有网友认为此举过于暴力，涉嫌违法。
也有人表示， 为了让学生专心读书， 可以理
解。学校方面称，这样做是为了让学生好好学
习。 有律师表示，此举涉嫌损害私人财产，并
不可取，但可以采用代学生保管、放学后交还
的方式来处理。
10月11日晚，记者得到了一份名为《华龙
高中部学生手机等9项管理措施》 的文件。
该文件第一条内容为，“在教室、 公寓发现
学生有携带手机的， 直接放入有水的水桶
内或收缴后统一集中销毁； 在校园发现学
生有携带手机的，一律没收，集中保管，放
寒假时领取。 但特别强调：性质严重的，当
场砸碎或统一集中销毁。 发现有手机充电
器的、私拉电源插座、吹风机等违规使用的
用电设备一律没收，统一集中销毁。 老师在
收的过程中坚持不交或者顶撞老师者，直
接开除。 ”
此外，该文件还提出严禁学生谈恋爱、购
买外卖和取包裹等9条规定。
该校多位学生向记者证实曾见过这份文
件。学生刘劲松（化名）称，今年9月开学时，学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 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御景湾联排别墅 1-3 层 6 室 531m2 超豪装院子 200m2 680 万
郭里园 3/6 层 2 室半中档装修 76.65m2 学区房
86.5 万
城北家园 10/电 2 室一厅 80m2 毛坯车库 10m2
88 万
苏建花园 2/ 电 3 室南毛坯 116.7m2 车库 27m2 含车位 188 万
友谊家园车库店面房 38.22m2 装潢搭建 40m2
45 万
濠东小苑 7/15 层 3 室 2 厅 2 卫 135m2 毛坯车库 12m2 258 万
2
2
紫东南苑 17/18 层 3 室 2 厅 2 卫 122m 车库 16m 1
80 万
天山花苑 2 期 6/11 层 140m2 豪装车库 12m2 车位 2 个 174.8 万

天安中介

2

启秀学区房:佳成花苑连体别墅 建283m 十汽车库39.5m 得房率高 毛坯490万急售
金飞达 27/32 楼 建 143.27m2 十产权汽车位 毛坯 景观很好 有钥匙 215 万
双学区房:文峰新村 3/6 楼 建 72m2 简装
160 万
紫东花苑三期 4/11 楼 建 137m2 十 10m2 车库
152 万
华强城 9/ 电梯 建 108m2 十车位 毛坯
140 万
132 万
三里墩花园 12/ 电梯 建 98m2 十 22m2 库
健康公寓车库 31.37m2
25 万

2

2

新建路新村 3/6 2/1 79 m +4m (车库)装潢
北濠东村 3/6 3/2/2 128.5 m2+9m2 (车库)装潢
虹桥东村 3/6 2/1 66.61m2MBRK 中装
朝晖花苑 11/电 5/2 260m2+车库 53m2
北濠桥新村 4/6 2/1 86.57m2、MBR,简单装潢
2
学田千禧园 5/6 3/2 118m2+16m（车库）装潢
2
百花苑 4/6 2/2 100m2+25m（车库）装潢
健康公寓内车库一间，31.37m2 有窗户/朝东车库 23m2 可作店面 均有独立产权证

79.8万
135.8万
49.8万
378万
83.8万
158.8万
95万
35万 /39.8万

2

2

市委大院 2/ 3-1 90m +20m 环境好 免费停车 十二中学区 148 万
光明东村 3/ 车 3-L 120m2 车 8m2 装修 十二中学区
140 万
姚港路 31 号 2/ 3-1 82m2 装修 十二中学区
70 万
38 万
城南新村 6/6 2-1 61m2
名人府邸 1-3 别墅 310m2+50m2 毛坯大院子
330 万
2
将军园 4/6 3-1 111m 全新婚房末住人
130 万
春晖花园 4/ 车 2-L 107m2 车 10m2 精装
156 万

校要求家长和学生都要在该文件上签字，
“
没
办法啊，不签老师要找你麻烦，我妈给我看了
下，现场就把我名字也签了”。另有同学称，当
时老师要求自己签字的时候， 家长并未在身
边，手机被砸后，学校方面也没有联系过他的
父母。
刘劲松介绍，该校设置有
“教官”一职，专
门负责纪律巡查。 刘劲松被砸的手机就是被
教官在未告知的情况下从抽屉里拿走的。 他
回忆，那是一款三星手机，购买时市场价5400
元。当时教官给出两个选择，
“
手机拿来销毁，
要不然你就回家”。 刘劲松提供给记者一张
“这是两个年级收上来
半年前他所拍的照片，
的手机，约有100部吧。听说后来也被学校
‘集
中处理了’。 ”
据了解，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是一所民办
中学，下设初中部、小学部。
10月12日上午， 南阳市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教育局已经责成宛城区政府、
区教育局负责处理此事。 家长发现学校违法
的话，也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
记者多次致电华龙高级中学，校方一工
作 人 员 称 ，“砸 手 机 是 为 了 让 学 生 好 好 学
习。 ”对于记者的进一步采访要求，对方以
“听不清”为由很快挂断电话，此后电话一直
曹慧茹
无法接通。

城山路 91 号

85595336 13390945336

滨河东城 5/6 三室阳光厅 135m2 车库 19m2 毛坯 急卖
优山美地 5-6/6 复式楼 220m2 已经现浇一层 楼梯现浇好了
学士府 31/31 楼中楼 68m2+50m2 车库 8m2 毛坯 急卖
启秀南苑 5/5 楼中楼 208m2 精装
新城小区 5/6 二室一厅 83m2+ 车库 10m2 毛坯 有钥匙
濠东小苑 7/17 三室二厅二卫 135m2 车库15m2 毛坯 学区房 有钥匙
濠滨花园 3/11 三室二厅二卫 127m2 精装

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文峰路 15 号文峰桥北首
城南小学对面
天苑中介 15862825879
家乐中介 18912270383
鹏展中介
13057019586 梦路中介 15950810021 15962750368 85595335
2

关注。
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9日在世界邮政
日的致辞中表示， 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连续三
年稳居世界第一， 对全球快递业增长的贡献
率达到40%。 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国常态
化进入单日快递亿件时代。此次快递调价，也
引起民众热议。多数消费者看法较为理性，认
为只要快递服务质量够好， 多掏一点钱可以
接受。涨价对快递员收入影响大不大？南京玄
“
现在一单到
武天天快递一徐姓快递员表示，
手一块五，以后听说最多多拿一毛吧。 ”
实际上，业内从业者称，快递涨价是迟早
的事，
“此次涨价，只是序幕”。 经历多年价格
战之后，多家快递公司陆续上市，面临的是运
营、人力等显著上升的成本。而消费者对快递
服务质量期待值也显著提高。 快递公司靠打
价格战占领市场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 当务
之急需要提升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 一业内
人士回复记者称，
“
若想提高服务质量， 还得
靠快递小哥，提高快递小哥派件费用。因为快
递小哥直接和消费者打交道， 决定快递公司
朱秀霞
的服务质量。 ”

108 万
265 万
118 万
398 万
228 万
258万
300 万

（东方菜场南大门 16 号）
18751300199
东宝房产 房产交易所东
新城小区 2/9 180m2 车库车位精装修
490 万
金河名人世家联排别墅 270m2+ 地下 毛坯
460 万
博园岚郡联体别墅 356m2 大院子 6-3-3 精装，车库 52 赠送地下室 780 万
兆丰嘉园连体别墅 5-2-3 260m2 品质装修
728 万
华辰大厦产权店铺一楼 247m2 二楼 832m2 便宜出售
可分开售
优山美地 3/ 电 143m2 欧式 前方别墅 含车位
165 万
望江楼 4/6 64m2 扩 8m2 精装
166 万

王府大厦对面 85513839 85532728

综艺大厦 23/25 酒店式公寓绝版景观 49m2 低价 61 万
78 万
综艺大厦 16/32 酒店式公寓精装 66.6m2
鸿运园 5 楼复式 223m2
172 万
中港城 3／11 89m2 汽车位 中装
130 万
万象路新村 6/6 91m2+ 大平台 3 室朝南
62 万
2
2
融悦华庭 29/33 85m 车 14m 毛坯多套
73.8 万净
濠南路 32 号 3/6 135m2+ 汽车库
310 万

名都 10+11/ 电 复式 279m2 豪装双学区景观房
558万
王府大厦 14/ 电 217m2 精装景观房双学区
370 万
王府大厦 29/ 电 215m2 精装景观房双学区
398 万
百花苑 3+4+5/5 358m2+125m2+ 车 35m2+ 平台 400m2 稀有房源 360 万
众和花园 2/6 150m2 车 32m2 双学区
339 万
段家坝花园 6/6 80m2/120m2 车 10m2
120 万
糖烟酒宿舍 5/6 113
71 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