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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巨头争入智能安居市场

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是智能家
居领域的三大关键技术。作为物联网、人
工智能和云计算落地的载体，智能家居既
能够从技术的进步中直接受益，又可以通
过产业化的应用实现技术变现，反过来推
动技术的发展，从而形成智能家居应用与

关键技术之间的正向反馈。
为打造深入人心的智能家居产品，各

大巨头纷纷进入智能家居市场，力求真正
实现跨平台的互联互通。

日前，国美零售发布未经审计的2019
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国美零
售“家·生活”新业务实现持续增长，其
中，智能产品 GMV （网站成交金额） 同
比增长51%。财报显示，国美智能系列自

有品牌的智能产品，包括电视、冰箱、洗
衣机、空调、空气净化、智能安防、家居
等 54 个品类，目前自有品牌产品已上市
超200多个产品型号。

除了自有智能产品之外，国美持续与
各硬件品牌厂商合作打造智慧家庭解决方
案的开源平台。财报显示，国美智能累计
接入厂家 70 余个，品类 50 多个。消费者
只需下载国美智能 APP （应用程序），即
实现跨品牌、跨品类的智能设备连接和智
能操作。

除了国美等家电行业的“老大哥”
之外，小米、三星等互联网公司也纷纷

“入股”智能家居。早在 2018年，三星就
已推出智能家居 IoT （物联网） 平台“三
星智家”，率先落地 loT 生态推进。用户
通过三星智家 APP 便可以实现智能物联
网，让每台设备不仅具备思考能力，还
更懂用户所需。

小米集团副总裁、技术委员会主席崔
宝秋此前表示，小米已经不仅仅是一家智
能手机公司，更多的是一家集智能手机、
智能硬件的 AloT （人工智能物联网） 平
台。“未来智能家居、美好人居离不开人
与设备的交互。”崔宝秋说。

物联网创造的新需求并不是凭空而
生，电视、空调、冰箱乃至灯具、门锁等
商品消费需求是天然存在的。智能家居的
出现赋予了后者们拥抱智能、升级换代的
能力，同时也将一个规模庞大的新兴市场
呈现在消费者面前。

既要“聪明”也要安全

智能家居行业发展之初，各大企业为
抢占市场，专注于产品的快速开发迭代，
更多追求功能的酷炫，而忽视产品安全
性。由于企业对于信息安全的投入相对滞
后，安全防护机制建设不完善，埋下了大
量的安全隐患。以智能门锁为例，它作为
智能家居中的一件高频使用设备，是创建
生态家居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但安全问
题也不容忽视。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小区的住户都
为自家防盗门换了密码锁、指纹锁等智
能门锁。但是仍有不少居民表示了担
忧：自家门锁够“聪明”不假，可是真

的安全吗？
近日，接连爆出的智能门锁负面事件

使得许多用户对其安全性持怀疑态度，搜
索“智能门锁”关键词，“安全吗”“小黑
盒”“弊端”等关联词体现出消费者对智
能门锁安全性存在一定的防备心理。此
外，对智能门锁系统的工作原理和性能没
有深入了解，买智能锁只是因为“跟风”
的消费者也大有人在。

专家指出，门锁不同于其他家居设
备，客户对产品的容忍度很低。当前，
智能门锁的售后服务不完善也是阻碍其
进一步开拓民用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消费者，应在购买时全面了解智能
门锁的用法、用处和注意事项，不跟
风、不冲动，同时各大厂商应做好产品
的售后保障服务，智能门锁才有可能“C
位出道”，智能安防才能够为更多百姓带
来切实的保障。

个性化的体验是关键

随着消费者观念的升级和技术的发
展，家居行业已经从单品智能家居产品时
代迈入全屋智能家居时代。智能家居不仅
要“智能”也要“居家”，以人为本是智
能家居的宗旨，用户体验就是智能家居的
生命。

业内人士指出，智能家居目前最重要
的是要做到体验升级和操作简便，不仅要
考虑到针对老人、小孩、伤残人士、聋哑
人士等不同人群使用的情况，还需要尽可
能降低对外部网络等不稳定条件的依赖，
保证系统24小时都能稳定使用。

随着智能单品逐步落地，中国的智能
家居市场容量和渗透率正处于提升期，人
工智能、物联网、云平台等技术的发展将
为智能家居铺平道路。在技术研发和消费
需求的双重驱动下，智能家居最终将演变
为全屋智能，以住所为整体，为用户提供
衣食住行、健康医疗等全方位服务。

以人为本、传递情感、服务生活，是
当前智能家居市场发展的主要方向。专家
指出，智能家居不仅要做到互联互通、提
供更具科技感的家居服务，还要让产品也
能感受到用户的情绪、需求，这样才有更
人性化的体验。

现在，很多人都熟悉
了一个图案和符号——二
维 码 。 这 个 “ 黑 质 而 白
章”的小方块，正快速渗
透到各行各业。图书出版
业自然也不例外，如今，
在书中附加二维码，已经
越来越为图书出版商青睐。

在 2019 北京图书订货
会现场，某款 AI （人工智
能） 科普书新书发布会吸
引了人们的目光：如何理
解 伽 利 略 的 自 由 落 体 实
验？只需扫描书中的二维
码，就可以获得一段 2 分
钟左右的动画视频。图书
二维码，凭借其简洁的视
觉 呈 现 、 便 利 的 使 用 方
式、丰富多样的信息承载
等优势，既吸纳了纸质图
书内容的精华，又最大限
度拓展了纸质图书的内容
维度，受到读者的欢迎。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更多的图书二维码已经沦
为出版社的微信公众号或
者出版社网店导引，与该图
书内容本身可以说是毫无
关联。更有甚者，一些二维
码仅仅作为简单的广告通
道——扫描二维码可关注
相关公众号，且其中内容多
集中于实用性较强的美食、
教育、旅游等题材，明显具
有导购的意图。有网友表
示，如今的图书二维码，既
没有了解用户之所需，也没
有延伸产品的附加值。

专家表示，出现图书
二维码沦为“鸡肋”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可
以使阅读“活起来”的AR （增强现实） 图书
成本要远远高于传统图书，建模、动画制作等
成本开发往往达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同
时，具备相应研发内容能力的出版社却太少。
此外，由于缺乏对AR内容的运营和维护，很
多图书二维码往往在图书出版后一两年内还可
以使用，之后就会失效，给读者造成不好的阅
读体验。

实际上，图书二维码可以为图书出版业赢
得新的转机。虽然使用二维码推出相关视频、
音频及文字资源会增加成本，可如果不影响读
者的阅读体验，图书二维码物超所值就会成为
所对应图书最大的卖点，乃至成为该出版社获
得读者青睐的得力支撑。

作为传统行业的图书出版业，应该不断前
行，探索“互联网+图书”模式，通过图书二
维码，让“插视”和“插图”一样平常，让作
者、编辑和公众更好地交流互动。

参保人多了一个电子身份凭证

最近一段时间，济南市民发现，到济南市第一人民
医院看病可以用电子社保卡扫码付款，钱包里又可以少
带一张卡了。

据悉，电子社保卡经在线认证后具备多种功能，可作
为线上身份认证凭证。通过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可实现持
卡人的线上待遇资格认证，减少参保人跑腿办理带来的麻
烦。申领成功后，相当于参保人多了一个电子身份凭证，
与实体卡一样，可享受人社服务及其他民生服务。

未来，电子社保卡的身份凭证功能将发挥得更加充
分，在交通出行、公用事业、小额支付等方面进行应用场景
探索，推进这一功能在入园、入馆、出行等方面的应用。

除了作为身份凭证之外，电子社保卡还具备自助查
询、业务办理、医保结算、缴费、待遇领取及金融支付
等多种功能。

申领电子社保卡后，参保者能在网上查询社保参保信
息、就业人才服务信息、个人就业信息、职业培训信息、职
业资格信息、职业技能等级信息、创业担保贷款扶持信息
等。还能线上办理相关业务，包括就业创业服务、社保服
务、劳动用工服务、人才服务、调解仲裁服务等。

移动支付功能让电子社保卡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子
钱包”，在参保缴费、考试缴费、培训缴费、医疗费结算
等方面实现在线支付。目前，很多城市已开通电子社保
卡就医购药服务功能，在就医时出示手机端电子社保
卡，看病后不用排队就可直接线上结算，在指定药房购
药时可扫码支付。

在线申请快捷又安全

只要手中有一张实体社保卡，所在城市已经开通电
子社保卡申领服务，持卡人就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可信
APP （应用程序） 领取电子社保卡，如人社部门 APP、

政务服务 APP、合作发卡银行 APP 及第三方支付平台
APP 等。目前全国已有 138 个 APP 或网站开通了电子社
保卡服务，已开通的APP或网站列表可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网站查询。

以支付宝为例，参保者打开支付宝APP首页，点击
“城市服务”，选择所在城市，之后点击“电子社保卡”，
通过人脸识别验证后，就申领成功了。截至今年 1 月，
全国已经有18个省份、超过140个城市可通过支付宝领
取电子社保卡。

对于电子社保卡的安全性，人社部表示，电子社保
卡以保证持卡人信息准确、安全为根本前提，用户领卡
和用卡时，均需要第三方平台与全国社保卡平台进行实
时校验确认，并结合电子认证、刷脸认证等互联网安全
技术手段，确保是“实人、实名、实卡”。同时，就诊买
药等相关信息均由医院、药店与医保系统直接交互，数
据不经过第三方平台，力保用户信息安全。

针对有些参保者担忧的手机丢失导致电子社保卡盗
刷问题，支付宝表示，通过支付宝领取的电子社保卡，别人
要想使用，需要先通过“手机密码+支付宝登录密码”打开
支付宝；再通过指纹或刷脸等验证，才能进行支付。目前
支付宝的人脸识别技术相对比较成熟，人脸识别技术的准
确率已达99.99%，被冒领、盗用的可能性极低。

一些地方社保部门还要求参保人使用电子社保卡
前，绑定当地人社部门微信公众号进行实名认证，降低
了传统社保卡免密支付引发的盗刷现象。

电子社保卡的功能待拓展

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 3月底，全国社会保障卡持
卡人数已达 12.5 亿人，覆盖 89.6%的人口。根据 《关于
全面开展电子社会保障卡应用工作的通知》 要求，今
年，所有地市实现签发应用全国统一标准的电子社保
卡，不低于 10%的持卡人 （即至少 1 亿人） 领取电子社
保卡，所有地市均开通移动支付服务。各地正加紧推进

电子社保卡申领和使用的相关服务。
目前，杭州已有300余万人申领电子社保卡，497家

医院和 2063 家药店均支持“扫码就医”，部分医院甚至
实现“刷脸结算”。济南市已经有 20多万人申领了电子
社保卡，市民可在 600 多家指定药店进行扫码消费。安
徽芜湖市电子社保卡总签发数接近14万，该市医保定点
药房均已实现电子社保卡扫码支付。

在广泛覆盖参保者的同时，电子社保卡的功能还将
有进一步的拓展。《关于全面开展电子社会保障卡应用工
作的通知》提出，到2021年，形成实体社保卡与电子社
保卡广泛协同并用的线上线下“一卡通”服务管理模
式，为其他政务服务、金融服务、智慧城市服务领域深
入应用电子社保卡提供全面支撑。

作为落实 《“互联网+人社”2020 行动计划》 的举
措之一，2020年，电子社保卡将普遍应用于线上身份认
证、就业人才服务、社保信息查询、人社业务缴费、就
医购药结算等业务场景，完成向全国社保卡服务平台统
一支付结算模式的切换。

云中漫笔

互联网大咖秀

美好人居离不开人与设备的交互

你开始用智能家居了吗
本报记者 孔德晨

如今，智能家居产品已经悄然“飞入寻常百姓家”。日前发

布的 《IDC 中国智能家居设备市场季度跟踪报告》 显示，2018

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出货量达到 1.5 亿台，同比增长高达

35.9%。智能家居市场如火如荼，引来不少互联网公司纷纷入

局，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华为、小米等都已开始搭建自己的

智能家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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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保缴费、考试缴费、培训缴费、医疗费结算等方面实现在线支付

电子社保卡，让我的钱包更“轻”
本报记者 张鹏禹

到医院就诊有时会遭遇这样的尴尬：突然发现没带社保卡，无法及时使用医保结算。自2018年4月，全

国第一张电子社保卡由人社部在福州签发以来，社保卡数字化进程正加速推进，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市民享

受到电子社保卡带来的便捷。

在某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上，工作人员向参观者介绍彩色智能开关面板。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郭德鑫摄（人民图片）郭德鑫摄（人民图片）

如果你问美国人知不知道 Craigslist（克雷格目录），恐怕
没有人会说不。Craigslist以邮件列表的形式实现了社区化的
交流服务，成为全球最大的信息播报平台之一，其创立者美
国电脑专家克雷格·纽马克也在美国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纽马克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莫里斯敦，1971年他从莫
里斯敦高中毕业，并在奖学金的资助下，进入凯斯西储大
学就读，先后获得了理学学士学位和理学硕士学位。大学
毕业后，纽马克进入IBM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从事程序
员工作长达17年之久。

1993 年，纽马克搬到旧金山，在嘉信理财 （Charles
Schwab） 公司工作，在那里他对互联网有了更深的理解，
他认为互联网精神就是信息共享。纽马克离开嘉信理财
后，经常通过电子邮件给朋友和熟人发送各种信息，包括
互联网公司的职位招聘信息、讲座信息以及餐厅评论等。
电子邮件很快从发送给十几个人增加到上百人，达到其上
限，所以他把它们转移到了一个邮件列表服务器上，
Craigslist应运而生。

纽马克将Craigslist发展成一个免费的市场，人们可以聚
集在一起，免费交换信息，因此它被描述为一个“互联网社
区”。如今，Craigslist已成为领先的分类服务网站，并成为世
界上访问量最大的网站之一。2011 年，他又推出了 Craig-
connections，这是一个支持非营利组织和其他“在可持续基础
上完成工作”的组织机构。纽马克希望凝聚大家的力量，为
公益事业做贡献，他宣称“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除了网络先驱的身份之外，他还是一位慈善家。2016
年，他创建了克雷格·纽马克慈善基金会 （Craig New-
mark Philanthropies）。通过克雷格·纽马克慈善基金会，纽
马克已经为新闻事业捐赠了4000多万美元。2017年，他分
别向 ProPublica （非盈利新闻编辑部） 和 Poynter Institute

（波因特研究所） 捐赠了100万美元。
纽马克是一个大获成功的网站的创始人。人们从

Craigslist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到，其对传统行业的杀伤力来自
因新技术的应用而带来的社会效率大幅提升。这其中蕴含
的，也正是互联网得以不断成长的神秘动力。

克雷格·纽马克：

信息共享的守望者
海外网 陈菲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