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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第四届中国“互联网+”数
字经济峰会在重庆召开。在下午举行
的智慧零售分论坛现场，腾讯官方团
队首次对外全面阐释腾讯智慧零售的
理念、策略及方向。除开线上线下一体
化，用技术+服务打造全新智慧零售
之外，腾讯还通过入口+数据+流量，
做合作伙伴的“盟国”。

线上线下一体化
技术+服务打造全新智慧零售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
化腾在《互联网+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的演讲中表示，腾讯是各行各业的连
接器、工具箱和生态者，为各行各业搭
建智慧生态。马化腾表示：“将用包括
微信支付在内的七种工具助力各行业
数字化发展，打造智慧生活。”除了为
零售提供数据及技术能力支持，腾讯
智慧零售也不断为商家解锁更多工
具，通过微信支付、小程序、社交广告
和腾讯云等产品能力助力商家升级智
慧零售业态。

零售商家如何实现线上线下一体
化营销？腾讯社交广告给出的答案是：
以数据为引擎。借助社交广告的大数
据能力，通过社交数据和购物属性建
立全息立体画像；利用智能推荐引擎
全渠道智能分发，实现高效获客；缩短
线上广告到线下门店的转化路径，提
升顾客购物体验；并借助线上线下数

据融合，对用户数据进行智能管理。
在顾客识别及购物体验提升方

面，腾讯云为零售商家提供了人脸识
别、语音识别、商品识别、自然语言处
理、大数据挖掘等多项先进的AI技
术，为零售门店打造了AI选址、货品
智能调节等从技术到场景的“智慧化
武器”。

腾讯要做合作伙伴的“盟国”

腾讯在智慧零售领域坚持助力
零售商家，不获取商户数据，尊重商
业隐私，要做合作伙伴的“盟国”。活
动现场，家乐福、步步高等也首次正
式分享智慧零售带来的价值转化和
发展新机遇。

家乐福通过支付、会员、小程序、
朋友圈广告、腾讯云、红包等丰富的产
品能力，解决了以往营销成本高、灵活
度低，会员数据碎片化等痛点，并通过
线上营销活动，在三个月内快速积累
了250万轻会员。

步步高集团则借助腾讯多样化
的技术工具、千人千面的推荐引擎
等，实现产品快速上线推广、个性化
精准营销。步步高与腾讯智慧零售团
队联手推出的智慧零售旗舰店更在3
周内就完成了上线，并利用小程序和
微信支付实现了门店体验和客户行
为的数字化，新会员转化效率为此前
方案10倍，而到店识别、室内导航、智
能停车等数字化服务也进一步优化

了顾客体验。
腾讯团队表示，智慧零售是零售

行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及趋势，在
数字经济时代拥有巨大潜力。2018年，
腾讯智慧零售将加快数字化的步伐，
进一步完善智慧零售解决方案，与零
售行业伙伴们合作共赢，推动零售行
业数字化、智慧化转型。

新闻链接：
刘强东：今年年底，每天新开
1000家京东便利店

在“互联网+”数字经济峰会上，
京东CEO刘强东表示，京东两年前提
出“京东便利店”计划，截止到上个月，
京东每周在中国新开的京东便利店是
1000家。京东的目标是在今年年底，每
天要新开1000家京东便利店。

京东在创立之初就注重供应链效
率问题。刘强东透露，目前京东的自营
零售综合费用率不到10%。此外，京东
还在输出自己的供应链能力。刘强东
透露，京东目标是在今年年底，每天新
开1000家京东便利店，便利店几乎都
是加盟的。“我们每天能接到5万个申
请。我们的目标是每300米有一个京东
的便利店。”

刘强东表示，京东的目的是要与
合作伙伴一起共同把所有供应链整合
起来，“供应链规模越大，效率越好，所
以供应链一定要有规模。”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手机拍照不断进化

最新数据显示，以2017年10
月的传统旺季为例，全球相机销
量下滑13%。业界普遍认为手机
摄像技术的不断演进，不断吞噬
着相机的生存空间。

手机圈越来越同质化的现
在，iPhone X的刘海屏，成为今
年国产手机效仿的对象，而华为
P20 Pro三摄手机据传将成为苹
果、三星的效仿对象。在华为
P20 Pro手机中国发布会上，据
介绍，这款手机后置摄像区域配
备了闪光灯、色温传感器、黑白
镜头、彩色镜头、激光发射器、长
焦镜头等元件，纤薄的手机囊括
了相机的主要零部件。其中，后
置摄像配备的三颗镜头，采用
1.55μm大尺寸像素，f/1.8+ f/
1.6大光圈，5倍混合变焦，能够
远距离捕捉精致细节。

国家调研评测机构Dxo-
Mark发布的最新拍照手机榜单

显示，华为P20 Pro排名第一，华
为P20排名第二，接下来是三星
S9+。不久前小米新旗舰MIX2s
发布会上，雷军表示新机在部分
场景“完虐”iPhoneX。

三摄手机或成风口

手机拍照将是未来的手机
行业发展的风口。集成蜂窝网络
的特性，为照片社交打下了基
础，拍照技术和质量的提升也是
不容忽视。

业界有消息称，苹果现在已
经着手在研发三摄手机了，预计
iPhone这款三摄拍照手机要明
年才能推出，iPhone三摄将采用
三颗1200万像素摄像头。镜头
数、变焦能力等都会有大的提
升，不仅如此三星近日也传出明
年三星S10也会是三摄拍照手
机，更是有概念图流出，看来连
三星苹果都要发展三摄手机了。
其他手机厂商会跟进么？

成都商报记者 庞健

狐友国民校草大赛
成都海选周六启动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搜狐方
面获悉，首届狐友国民校草大赛
海选第三站将于4月14日在成都
启动。预计当天会有200多位帅哥
齐聚比赛现场，在专业评委大咖
的注视下，通过自我介绍、才艺展
示、形体展示、互动问答等环节秀
出青春的精彩。

目前，狐友国民校草大赛已
经在北京、杭州两地进行了大规
模海选，寻找到不少校园里的明
日之星。本次成都海选也将优中
选优。

本周末成都海选赛场，搜狐
视频、千帆直播也会对赛事的各
环节实时直播，移动社交平台狐
友将同步推出线上活动，让“校
草”“男神”们全程与粉丝互动。比
赛中，评委将会从形象、谈吐、才
艺、专长等维度，对选手们进行综
合考量。参赛选手会在严格的评
分审核后，根据综合成绩进行排
名，争夺进入晋级赛的机会。

自大赛报名开始以来，各大
高校的“校草”们就在搜狐新闻
客户端社交平台“狐友”上，以晒
照片、发视频的方式积攒人气，
获得了超高的转发、评论，以及
粉丝支持率。

分赛区海选还将陆续在西
安、长春等地进行。从海选报名
选手中脱颖而出的数千名“校
草”，将陆续争夺进入晋级赛的
入场券。

获胜的“狐友国民校草”，不
仅可以出演搜狐视频自制剧，选
手比赛历程还将被制作成综艺节
目在全媒体、多平台播出。最受粉
丝关注和支持的选手，更将享受
搜狐独家的全网千万流量曝光。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婚都离了
还没拿到

这婚纱照
让人等得

数月前拍的婚纱照数月前拍的婚纱照，，他他却却
联系不上摄影店的老板联系不上摄影店的老板

入口入口++数据数据++流量流量
腾讯诠释智慧零售新策略

手机进化三摄像头
新旗舰营销聚焦拍照

当全面屏、陶瓷机身、超大内存等噱头已悉数show hand
之际，手机厂商们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拍照上。

自2018年3月以来，三星、小米、vivo、OPPO手机品牌宣
布在新旗舰手机的摄像头上采用前沿技术。12日下午，被称为
当下“地表拍照最强”的华为P20 Pro手机正式发布。P20
Pro后置摄像头达到三个、实现了5倍混合变焦。

据悉，三星、苹果有望在不久后推出三摄像头新款手机。

四川乐山的卢先生很气愤，也很无奈。直到离婚了，他都还没拿
到半年前拍摄的婚纱照，摄影店的老板也联系不上了。4月12日，卢
先生打算去摄影店门外张贴“寻人启事”，要老板雷亚男现身给个明
确的说法，“要么给照片我拿回去做个纪念，要么尽快退钱给我。”

最近一两个月，不断有市民投诉乐山“24格影画”摄影工作室
拖欠婚纱照和相册等。有50多人建群抱团维权称，除了被该店拖欠
相册、拒退定金和押金外，也有人追讨车费、培训费和工资等。当地
工商部门表示，接到部分消费者投诉后，正在介入调解。

“次次都是敷衍你，典型的老
赖。”4月12日，卢先生请朋友打印了

“寻人启事”，准备去“24格影画”门
市外张贴，一是希望老板雷亚男现
身，二是希望他人不要再被骗。

谈起在24格影画拍摄婚纱照的经
历，卢先生连连摇头叹气。去年10月，
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和前妻去24格影
画拍婚纱照，花了4799元，当时店里说
大概一个月就可以拿到成品。

卢先生的婚礼定在2018年元旦
节，因为婚礼上要用，期间卢先生多
次催促。“雷老板先表示订单太多在
排队，后来又说已经做好，安排时间
给我送来，但就是送不来。”卢先生

说，直到婚礼前几天，他实在没办法
了，只好去拷贝了两张底片放大做了
海报。

婚礼后，卢先生也曾多次催要婚
纱照未果。前不久，卢先生准备离婚
了，而一直未拿到的婚纱照也时常成
为夫妻俩争吵时提及的话题，“要离婚
的主要原因还是与妻子感情不和，但
婚纱照也是心中挥之不去的痛。”

此前，每次去24格影画维权时，
卢先生说“马上都要离婚了还没拿
到婚纱照”，有人笑了，认为是个噱
头。4月8日，卢先生办理了离婚，他
没能领到在24格影画拍摄的婚纱照
产品。

婚前拍的婚纱照 直到离婚了都没领到

如今卢先生婚都离了，到底要
照片还是要退钱？卢先生说，他觉得
自己还算通情达理，照片和钱，总要
给一样。要么尽快交付产品，虽然已
经离婚了，但可以拿回去当个纪念，
要么就尽快退钱，不要一拖再拖。

卢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乐山
市民王女士不但没拿到婚纱照产
品，甚至连底片也没见到。去年11
月，她在24格影画花9000元到三亚拍
婚纱照。下个月，王女士就要结婚
了，但她至今也没见过照片，店里告

知她婚纱照底片也被删掉了。
在一个50多人的，针对24格影

画的维权微信群中，很多人都表示
被该店拖欠婚纱照和相册，部分群
昵称改成了诸如“17年9月拍照无产
品”、“12月初拍照未拿到精修片”、

“1399没有产品和照片”、“4808元5个
月未拿到产品”之类的。

此外，还有人反映交了定金没
有拍照，即便要求扣除违约金再退
还也未果，也有部分人在群中追讨
车费、培训费和工资。

下月要结婚 她被告知婚纱照底片被删

24格影画为何陷入如今尴尬境
地？此前该店老板雷亚男曾表示，皆因
一个在店里工作了一个月的员工而
起。去年12月底，因为工资纠纷，该员
工辞职时拷走了部分顾客原片并删掉
店里备份，以此要挟补足剩余工资，后
来还建群怂恿更多顾客来退钱。

今年春节前，有几位拍婚纱照的
消费者投诉“24格影画”拖欠婚纱照。
后经乐山市中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张公桥所调解，最终拿到了婚纱
照。3月5日，再次有多人投诉，雷亚男
写下承诺书答应4月5日向9位顾客退
款，但最终未能履约。

对此，该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经过向24格影画店负责人雷亚男了

解，其称与合伙人之间存在资金问
题，可能是资金链断了，导致不能按
时向顾客交付婚纱照产品。目前该店
仍在营业，其行为也尚未达到立案调
查标准，正在努力调解。

该负责人透露，经过初步调解，
雷亚男已做了意向性表态，一是将部
分客户的婚纱照产品尽快交付，二是
对于不能交付产品要求退款的将分
期进行退还。

4月12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多
次拨打雷亚男手机号码，均无人接
听。该店大门紧锁，门上贴了一张纸

“今天休息”，上面被人添加了一行字
“亚男做人要有诚信”。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摄影报道

疑资金断链 工商部门已介入调解

4月6日中午，55岁的王世群在
老家宜宾停止了呼吸，带着满腔的
遗憾和牵挂，找了22年的儿子，仍然
毫无音讯。王世群的儿子走失时，只
有9岁。

去世前，王世群委托妹妹王世
珍，替自己捐出眼角膜，一方面，自
己的眼角膜能帮助其他人，另一方
面，王世群还抱着一线希望，如果有
一天儿子回家了，留在世上的这双
眼睛还能替自己再看儿子一眼。

王世群的眼角膜由爱迪眼库检
测合格，移植给了两位年轻眼疾患者。
但王世群的儿子朱海，仍然毫无消息。

9岁儿子放学途中走失

王世群的儿子朱海是1996年6
月4日走失的。

王世群的妹妹王世珍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他们一家是宜宾人，外甥
1987年出生，朱海读小学前，父母就
离婚了，朱海跟着爸爸生活。

1996年6月4日下午5点多，在宜
宾市人民路小学读3年级的朱海放
学后被老师留了下来，直到晚上9点
多，家人才发现孩子没回家。而据家
人后来向老师了解得知，朱海只比
其他同学多留了10多分钟，就离开
学校了。当晚开始，全家人出动，亲
朋好友也赶来帮忙，连续找了几天
几夜，朱海却一点踪迹也没有。

事后，朱海的外婆透露的细节
让王世珍怀疑，当年朱海可能是离
家出走。王世珍的儿子、朱海的表哥
磊磊告诉外婆，走失前几天，朱海曾
抱着磊磊的肩膀说，“为我们最后一
次相聚干杯”。王世珍分析，王世群
离婚后，朱海肯定受到了影响，可能

因为家里琐事，朱海不愿意回家。

母亲离世前决定捐出眼角膜

朱海走失后不久，怀着愧疚情绪
的王世群又一次离婚了。王世群一边
谋生，一边四处打听孩子的下落，受
过骗，上过当，但始终没有消息。

2010年5月，王世群确诊乳腺
癌。2017年10月，王世群因吃药过量
导致胃穿孔，送到医院时已经奄奄
一息。当晚，王世珍第一次跟姐姐提
捐献眼角膜的事，王世群表示，自己
也一直有这样的想法。王世珍说，姐
姐说，捐出眼角膜能帮别人，是一件
好事，另一方面，没有找到儿子，王
世群放心不下，留在世上的眼角膜，
希望有一天，还能看儿子一眼。

妹妹代姐继续寻子

4月6日12点左右，王世群停止
了呼吸。王世群去世后，根据她的遗
愿，爱迪眼库的工作人员摘取了她
的双眼眼角膜，经检测合格，眼角膜
已经移植给了两位眼疾患者。

王世珍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朱海
3岁时曾遇过一次严重车祸，整个左
脚脚后跟几乎都没有了，当时，医生
从朱海的左大腿上取皮，植皮到了左
脚脚后跟。因此，朱海的左脚脚后跟
有不小的伤疤，走路也受到影响。除
了朱海左脚的伤痕，王世珍也回忆不
起其他的细节，尽管医院代发了寻亲
信息，但还没有任何消息。王世珍还
为姐姐抱着一线希望，“如果能找到
儿子，姐姐就没有遗憾了。”

寻亲电话：王世珍（朱海小姨）
18990950933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受访者供图

寻子22年，患癌妈妈离世前捐献眼角膜

孩子，
留我的眼睛在世上
也许还能看看你

“24格影画”门市外

▶王世群和
朱 海 的 合
影，据推测
拍摄于朱海
小学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