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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近期，在小米有品上打造了数款爆品的智能
门锁品牌——鹿客遭遇了一场“黑公关”，起因是
《鹿客智能锁半夜自动打开引恐慌，全家人吓坏
了》的消息传遍网络，引发热议，经过双方的沟
通，证实了智能锁“半夜开门”事件纯属乌龙。

在本次乌龙事件涉及到的产品为鹿客智能
指纹锁Classic（米家款），售价1599元。据媒
体报道，去年10月，张先生花1599元在青岛一
家鹿客线下门店购入了这款门锁。

有一天用户在晚上将近10点，发现家里装
了智能门锁的大门突然打开了，经过多方检查
后，用户认为是智能门锁自己打开了。由于智
能门锁本身属于新兴的产品，并不是所有用户
都能理解产品。

经过鹿客产品工程师上门讲解，用户认可
了鹿客Classic智能门锁只有通过把手下压才

能打开的原理，理解了当斜舌伸出并插进扣板
后，无论任何故障，都不会出现自动打开的情
况。鹿客相关部门第一时间上门服务，后经专
家认证此事件因门体发生变形，形成门虚掩情
况，即未关好门导致，并非门锁失灵，目前用户
已经继续使用鹿客智能门锁。

据了解，鹿客品牌从诞生至今，一直强化产
品、服务等各个环节的安全壁垒，最近更是推出
了智能锁界首个安全技术品牌——“AI·S4”，
更系统化地全方位保障智能锁的安全。AI·S4
全称为：“四维智能安全技术”，是鹿客打造的多
维全方位安全技术体系，专注于安全技术的研
发，包含了物理安全技术、生物识别安全技术、
信息与数据安全技术、AI智能安全技术等四个
方面的安全技术保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崔江

小米鹿客回应智能门锁自动开门事件：
纯属乌龙，用户还在继续使用

新华社成都 6 月 12 日电
11日，作为2019成都全球创新
创业交易会的子活动之一，中欧
智慧城市与技术创新论坛在位
于成都高新区的中国—欧洲中
心举行。论坛上，中欧区域经济
合作示范平台正式启动。

欧盟驻华代表团公使衔参
赞魏立国在论坛上表示，近年来，
中国在技术创新及研发方面进展
很快，欧盟希望与中国一起深入
关注城市可持续发展。据介绍，

成都高新区将与欧盟国际城镇合
作项目团队一起，共建中欧区域
经济合作示范平台，通过深入对
接欧盟国际城镇合作项目，开展
对欧经济合作政策研究，举办对
欧经济合作高规格论坛，推进中
欧合作具体项目在四川落地。

来自德国路德维希堡、意大
利罗马、西班牙巴塞罗那等多位
欧洲城市政府和机构代表参加
启动仪式，表达了共建中欧区域
经济合作示范平台的意向。

中欧区域经济合作示范平台在成都启动

清单扩容
较第一批增加314条

相比第一批城市机会清单，本次发城市
机会清单实现了“两个扩容”。一是题材范围
扩容，新增了成都特色的东部新城专题，还聚
合展示了国际城市（地区）、省内兄弟城市的
城市发展机会；二是供需信息扩容，本次共发
布764条供需信息，较第一批增加314条，新
增企业协作、市场推广等5方面内容。

具体来看，第二批城市机会清单服务国
家战略大局，聚焦服务实体经济、乡村振兴、
智慧城市、绿色低碳等8个应用场景发布
499条机会信息。其中，需求信息365条，涉
及TOD综合开发、天府市民云等116个细分
场景，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信息150条，
释放融资需求1200余亿元；规划编制、解决
方案需求信息共91条；要素类需求信息40
条，涉及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产品服务、
企业协作等其他需求信息84条，基本涵盖了
生产生活和城市治理的各个方面。供给信息
134条，涉及电子商务、智能制造、医疗健康
等细分领域，提供公共服务平台信息10条、
双创载体信息32条、招商服务名录26条、企
业产品（服务）名录66条。

彰显成都发展特色，清单聚焦东部新城、
公园城市、三城三都3个应用场景发布了152
条机会信息，其中，需求信息131条，涉及简
州新城新经济产业园汽车智能驾驶示范线等
47个细分场景，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信
息58条，释放融资需求1100余亿元；产品服
务、重大活动需求信息各15条，人才、资金、
技术等要素类需求信息11条；规划编制、解
决方案等其他需求信息32条。供给信息21
条，涉及公共服务平台、双创载体、招商服务

名录、企业产品（服务）名录等信息。

区域协同
首发兄弟城市机会信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城市机会清单
还主动对接市（州）打造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的区域发展共同体，邀请到德阳、眉山、资阳
三个城市共同发布城市机会清单，通过成都
的聚光舞台展示兄弟城市的发展蓝图，推动

“干”“支”合作在改革联动、创新协同、服务共
享等领域不断深化。

清单中集中呈现了德阳、眉山、资阳3个省
内兄弟城市74条机会信息，其中，基础设施建
设、产品服务等需求信息67条，公共服务平台、
企业产品（服务）名录等供给信息7条，涉及智
慧城市、文化旅游等8个细分应用场景。

链接全球
整合国际城市机会信息

第二批城市机会清单链接全球经济发
展，汇聚整合了20个国际城市（地区）39条
机会信息，其中，企业协作、解决方案等需求
信息19条，公共服务平台、企业产品（服务）
名录等供给信息20条，涉及中国香港、英国
伦敦等传统经济发达城市和波兰罗兹、以色
列特拉维夫等快速发展的新兴城市。

“为解决以往供需双方对接不畅、信息不
对称的矛盾，成都市将城市的发展机会与项
目合作具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清单。”成都
市新经济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周洪表示，“城市
机会清单将为全球投资者、企业和人才提供
在成都发展的入口和机会，不断激发城市发
展的活力。”

今年3月份，成都市发布首批城市机会
清单，涉及7大类450条供需信息。

公交司机方师傅，将车停在成都金沙公交
站4楼，通过方向盘旁的触摸屏，点击充电。此
时，车顶悬挂的充电设备，自动下降接触车顶充
电。“很方便。”他说，这台18米长的电动公交
车，一次充电可跑2圈二环路。

6月12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探访
了方师傅口中的金沙公交站，这里不仅是西部最
大的立体公交综合枢纽，也是国内装机功率最大
的单体公交充电站。目前，已设置32台新的下压
式充电设备，公交充电15分钟可跑60多公里。

据透露，在2020年成都电动公交预计将达
6千余台。但面对巨大，且不断增长的充电需
求，这座超大型充电站也一度“受不了”高负荷
运转。如何保障电动公交的充电需求？又该怎
样解决充电站的用电“瓶颈”呢？

“6日当天，金沙公交充电站充电量突破6.4
万度。”据成都公交集团场站建设的工作人员介

绍，此时的充电站，也正式达到设计满负荷运行
阶段。

他说，作为西部最大的立体公交综合枢纽，
汇集了二环BRT环线K1\K2线、熊猫旅游环线
等多条重要线路。目前，成都有超过2千台电
动公交车，有部分集中在这里充电。

而随着电动公交的替代力度加大，充电站
的压力也在增大。成都当前在运营的公交有8
千多台，“预计在2020年，将有6千台更换成电
动的，有电、有点位，以及充得快，都是要解决的
重要问题。”

据了解，为了让充电更快捷安全，该充电站
除了原有的手插式充电设备外，还用上32套“下
压式智动柔性充电弓”。“方师傅给车充电，就是用
了这套设备。”据该设备公司专业人员介绍，与以
往的手插式充电下相比，现在的设备更方便，司机
在车内就能操作，而且充电功率更大，据公交司机
反馈，一般充电15分钟可跑60多公里。

“目前用电问题也解决了。”据国网成都供
电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原有金沙公交站负荷仅
为8050千伏安，无法满足新建电动汽车充电站
的需求，为了解决供电问题，专门安排了2台
110千伏变电站来供电。同时，为了让后续配
套更省力、省时、省钱，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他
们为金沙公交站安排3支队伍同步施工，免费
敷设3.8公里的电力电缆专线并建设了双电源，
为其节约了560余万元工程费用，“最终解决了
之前的充电瓶颈问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 实习生
高胜美 摄影报道

成都发布第二批“城市机会清单”

764条供需信息
助全球企业找到投资“入口”

6月12日，在正在进行的2019
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上，成都市
政府发布城市机会清单，清单涉及包
括20个国际城市（地区）在内的764
条供需信息。该清单旨在主动释放
城市公共资源要素，让更多企业准
确、及时地掌握城市发展机会、参与
城市发展。

成都市此次发布的城市机会清
单包括成都市内的651条机会信息，
涉及实体经济、乡村振兴、智慧城市、
绿色低碳、公园城市等11个领域，包
括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编制、人才需
求、企业协作等多个方面，每条供需
信息都包含具体内容、联系单位、联
系方式等具体信息。清单还发布了
德阳、眉山、资阳3个四川省内城市的
74条机会信息，以促进区域协同发
展。

聚焦新经济
共享新未来
2019新经济大会特别报道

全国装机功率最大单体公交充电站就在成都

创新下压式充电
充电15分钟畅跑60公里

|新闻多一点|

什么是城市机会清单
《城市机会清单》是成都市委、市政府关

于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系列理论的衍生
延续和成果转化，是成都探索新经济发展、
推进场景落地的又一制度创新。

为与更多城市分享机会清单，在成都
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开辟了城市机会清
单发布厅专栏，面向全球进行线上分布，
还可通过成都市新经济委官方网站、官方
微信公众号等途径进行关注。

为进一步扩大成都城市机会清单的国际
影响力与传播度，帮助企业对接更多的资源和
信息，本次发布的城市机会清单中还将选择部
分机会清单同步在芬兰国家商务促进总局官
方网站上进行发布。 综合新华社、川报观察

6月12日，成都市政府发布城市机会清单。

下压式智动柔性充电弓在给公交车充电。

全球顶尖技术齐聚成都
本次大赛由成都市人民政

府主办、成都高新区承办，大赛
自启动以来就引发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成都高新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成都高新区将在赛后
持续引导项目落户，并为落户项
目提供配套的政策支持服务，

“我们将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
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和产业化，
先行先试，加强科技、人才、金
融、政策等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组
合，加快培育建设人工智能产业
创新集群。”

今年5月以来，大赛相继在
北京、英国伦敦、苏州和美国达
拉斯举办四场线下分站赛，共征
集了来自全球的356个人工智
能和泛娱乐产业项目报名参赛，
最终评选出30个顶尖项目齐聚
成都，进入金熊猫全球创新创业
大赛总决赛进行角逐。进入总
决赛的30个项目，来自美国、英
国、德国、韩国、荷兰、芬兰、新加
坡、中国8个国家，充分展现了
世界人工智能和泛娱乐领域的
先进科技和文化创意。

德国3D技术产品终夺冠
决赛现场，来自德国的

Mimic团队用视频形式展示了
逼真的数字替身和3D角色，这
是一款高品质制作的3D技术产
品。记者了解到，Mimic是业内
领先的3D动画和动作捕捉工作

室，公司创始人David Bennett
在视觉效果、动作捕捉、3D游戏
和虚拟现实行业拥有超过20年
的经验，曾参与《阿凡达》《人猿
星球-崛起》《丁丁历险记》《贝奥
武夫》《怪物屋》及《极地特快》等
著名电影的 3D特效制作。最
终 ，Mimic 团 队 的“Mimic
production”获得了泛娱乐组
决赛第一名的好成绩。

来自杭州的AI+MR智能
人机交互展示，将技术重点放在
物理空间的自动识别及其与虚
拟场景的对接，该团队展示了全
球首台集成AI+软硬件、内容一
体化裸眼混合现实的智能互动
产品解决方案。它抛弃所有传
统VR的穿戴设备，通过自动空
间识别系统和人眼视觉捕捉算
法的协同工作，在建筑空间内的
普通墙体上呈现裸眼的1：1 大
小虚拟现实世界，并能够实现全
空间的人机交互。

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打造“金熊猫”国际双创大
赛知名品牌的背景下，成都高新
区将进一步搭建人才技术等创
新要素与资本市场等创新资源
对接合作的国际化平台，完善

“加速器+产业园”的创新创业培
育体系，切实营造国际化环境，
为创新赋能，力促科技成果转
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罗田怡 杨金祝秦怡

金熊猫全球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蓉举行

德国Mimic“数字替身”折桂

356个人工智能和泛娱乐产业项目参赛，最终，30个顶尖项目齐
聚成都。现场智慧碰撞激起阵阵火花，气氛紧张，到底哪些顶尖团队
的产业项目能笑到最后？

作为2019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主体活动之一，6月12日，金
熊猫全球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成都高新区菁蓉汇举办，大赛聚焦
人工智能与泛娱乐产业，共吸引百余位中外知名创投专家、全球知名
孵化器代表以及业内人士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