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轶明在新加坡-重庆“服务
4.0”高峰论坛上表示，一个企业要成
功，必须要重视客户体验，要善于用技
术为客户提供无缝体验。

费轶明说，科技推动了客户体验
的变化，而客户体验带来新的业务模
式和新经济的产生。

他用柯达破产举例。“数码技术
最早是柯达在实验室里发明的，但柯
达破产了。柯达输给了谁？从客户
体验角度来说，平时出去玩，是带着手
机、摄像机、摄影机更方便，还是把所
有的东西都整合到手机上更方便？
所以我想这个案例说明，柯达不是输
给了技术，而是输给了客户体验。”费
轶明说。

怎样才能提供更好的客户体验？
费轶明认为，客户体验已由1.0

阶段过渡到2.0阶段。1.0阶段的特征
是移动化、移动物联网化、共享平台，
但1.0阶段在产品、服务、业务模式的
可持续性方面都存在问题。今天，客

户体验的变革已经进入到2.0阶段，
需要的是整体体验感受，包括产品、服
务、商业模式、生态体系等。

“重庆是美食之城，有很多网红餐
厅。但网红餐厅能够一直开下去的有
多少？我经常在美团、饿了么上点外
卖，发现很多店开了一段时间就没有
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产品没有达
到要求。”费轶明说，如今，想提升客户
体验，改革业务模式，需要的不仅仅是
一个共享的平台、一个移动化的平台，
还需要好的产品、可持续的业务模式
和开放的生态环境，只有将技术和对
业务的理解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为客
户提供最佳体验。

金融壹账通董秘兼企业金融首席执行官费轶明：

用技术为客户提供无缝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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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子玮在新加坡-重庆“服务
4.0”高峰论坛上表示，“服务4.0”的目
标应是让每个人都能享受科技带来的
快乐。

“2010年小米成立，8年时间进

入世界500强。这是商业史上的一
个奇迹。”曹子玮说，这样的发展历
程有它内在的逻辑性：小米内部规
定工业产品每个硬件产品纯利润不
超过5%。此外，小米通过科技来维
系自己的生态圈和供应链，产品的科
技含量特别高。小米成立的时候就
有内在的科技和基因，更重要的是充
分利用了人类对共同美好生活向往
的愿望。

曹子玮表示，小米的商业模式是
“铁人三项”，即“硬件+互联网+零
售”，强调用互联网模式做实体经济。

小米注重构建人类智能家居消费电子
产品的体系，还有一套互联网生态系
统，以操作系统MIUI构建系统软件、
增值服务投资收购。除此之外，小米
还注重战略平台打造，有着全球最大
消费级的AIoT平台、智能物联网消
费平台。在每平米单位销售获值方
面，小米在全世界排第二，第一名是苹
果,这正是因为小米的产品多。进入
小米之家，无论是手机、牙刷、扫地机
器人、平衡车还是智能电视，小米总能
满足消费者需求，让消费者从中享受
到科技带来的快乐。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金融战略副总裁曹子玮:

让每个人都能享受科技带来的快乐

帕拉格·康纳在新加坡-重庆“服
务4.0”高峰论坛上表示，在过去的30年
里，亚洲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亚洲与
世界的合作、人文交流等方面越来越
深入。而今，“一带一路”倡议让亚
洲和世界互联互通，亚洲的未来值得
期待。

帕拉格·康纳说，亚洲整体经济增
长可以往回追溯50年。

第一个亚洲经济增长浪潮大概在
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开始崛
起，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到
1975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开始
害怕日本的增长，认为它在经济层面
是很大的对手。

第二个亚洲现代经济增长浪潮
就是“四小龙”（包括韩国、新加坡、中
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它们受到日本现
代化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工业化的启
发。“四小龙”在中国大陆也是主要的
投资者。

亚洲经济增长的第三个浪潮就在
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很多书在分析
地缘政治时，都会关注中国，全世界都
在提中国。

“我们应该把亚洲作为一个系统，
而不只是一个接一个的国家经济发
展。”帕拉格·康纳说。

帕拉格·康纳表示，中国只占亚
洲人口的1/3、GDP的 1/2，所以，中
国绝对不是亚洲的全部。中国正在
崛起，中国正在帮助大家，尤其是促
使亚洲形成一个更具一致性、连贯性
的系统，可以肯定，“一带一路”倡议
和亚投行（AIIB）在其中起了重要作
用。

FutureMap创办人兼管理伙伴帕拉格·康纳博士：

“一带一路”倡议让亚洲和世界互联互通

蔡达文在新加坡-重庆“服务
4.0”高峰论坛上表示，作为服务行业
的运营商，并不是仅仅重视基建和科
技，更应关注人机互联。

蔡达文说，新加坡樟宜机场主要

通过三方面来运用新兴科技满足客户
需求，使其旅行更加轻松、更加有意
思，即“充满个性化的旅程”、“轻松无
压力的旅行”和“充满意外惊喜的旅
程”三个方面。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科技和机
器人为我们的客户服务，我们现在思
考的是如何更好地实现人机交互。”
蔡达文说，位于樟宜机场第四航站楼
的全自动化生物识别出境系统，十
分便捷。在面部识别系统方面，机
场有很多摄像头用来抓捕游客的面
部信息，游客不需要只站在一个地

方看摄像头，极大地减少了等待时
间。

蔡达文还介绍了一个新设备，该
设备可以利用计算机视觉让人们更好
地出行。在该系统的帮助下，人们在
停车场就可以通过触摸屏更快找到车
的定位，避免因迷路而找不到车。

蔡达文最后提到了拥有LED大
屏的独一无二的机场社交树系统。他
说，“你可以在那儿与你的爱人拍照，
我们可以保存100年，如果将来你的
孙子去樟宜机场，可以知道自己爷爷
奶奶的美丽回忆。”

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团高级副总裁蔡达文：

关注人机互联很有必要

本栏稿件由本报首席记者陈钧、实习生孙天然采写，图片由重报集团记者刘力摄

新加坡—重庆“服务4.0”高峰论坛举行
唐良智杨莉明出席论坛并致辞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8月26
日，新加坡—重庆“服务4.0”高峰论坛
在重庆举行。来自新加坡与重庆市的
政府部门和企业界嘉宾围绕服务业与
数字经济发展，分享真知灼见，碰撞智
慧火花。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新
加坡人力部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
莉明出席论坛并致辞。

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主席
兼国防部常务秘书陈英杰、新加坡资讯
通信媒体发展局局长陈杰豪出席论坛。

唐良智在致辞中说，当前，重庆正
遵照习近平主席殷殷嘱托，坚持新发展
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力实施以大
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行动计划，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产
业数字化，努力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
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
态。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聚焦“现代互联
互通和现代服务经济”主题，已累计签
约项目169个、总金额263亿美元，取
得了丰硕成果。新加坡“服务4.0”符合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主题，与重庆大数据
智能化创新思路契合，必将成为重庆与
新加坡深化合作的新领域新空间。

杨莉明在致辞中说，日新月异的科
技，例如人工智能、云服务、物联网等，

为传统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带来了新机
遇。服务业占新加坡GDP的四分之三，
发展“服务4.0”可以按照客户需求或通
过预测客户需求，提供端到端的无缝体
验。新加坡政府和企业共同致力于建立
值得信赖且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支持企
业数字化和创新，加强各国之间数字经济
伙伴关系，让创新蓬勃发展。新加坡和
中国都认同发展科技对未来经济至关
重要，我们希望借助此次论坛相互学习
借鉴，携手共创新一代的服务。

据了解，新加坡“服务4.0”是顺应
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提出的
全新概念，旨在提供端到端、无摩擦、感
知理解、无缝衔接的新一代服务，帮助
企业实现灵活创新，让用户获得更优质
的服务体验。

论坛上，FutureMap创办人兼管
理伙伴康纳博士作主题演讲“亚洲就是
未来”，金融壹账通董秘兼企业金融首
席执行官费轶明，樟宜机场集团高级副
总裁蔡达文，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金
融战略副总裁曹子玮等嘉宾分别演
讲。与会嘉宾还围绕“在未来服务业的
经济中蓬勃发展”开展专题讨论。

新方有关人员，市有关部门，有关
企业负责人参加。

智博会·嘉宾演讲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 记
者 杨艺）8月26日，在2019中国国
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微信公开课上，微
信官方携微信支付、企业微信、小程序
等应用亮相。

微信支付首次正式对外发布创新
型智能硬件“微信青蛙Pro”，通过搭
载扫码器、双面屏等实现“智能收银”；
企业微信分享了在传统制造行业，如
何使用企业微信打造智慧制造解决方
案；小程序团队则重点分享了在政务
民生领域，如何事半功倍地使用小程
序。

市委常委，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段成刚出席会议并致辞。

段成刚表示，腾讯公司是大数据
智能化领域领军企业，微信是腾讯公
司的“拳头”产品。8月25日，腾讯西
南总部大厦在重庆两江新区正式启
用，一批项目集中落地，26日，以“让
创新改变生活”为主题的微信公开课
又落地重庆，必将为重庆大数据智能

化发展注入新动能。

“微信青蛙Pro”实现“智能收银”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微信
青蛙Pro”前后屏均为10.1英寸，配备
3D结构光摄像头，能够检测和识别脸
部的深度信息，同时还搭载有专用扫
码器，即插即用，商户无需改造现有收
银系统，即可获得“智能收银”能力。

“微信青蛙Pro”还具备“刷脸即
会员”功能，即商户在使用“微信青蛙
Pro”为顾客进行刷脸支付时，顾客可
自动成为门店会员，享受各项会员权
益。

步步高集团副总裁、智慧零售
COO徐莎莉介绍，步步高是微信支付
自助收银智能硬件设备覆盖最广泛的
商家之一。徐莎莉在现场还分享了

“多屏互动”下的微信智慧零售旗舰
店。目前，步步高已有313家门店正
在使用微信支付自助收银设备。

微信团队表示，“微信青蛙Pro”

希望能给商家提供更多的开放功能，
给用户更好的服务体验。微信支付的
智能生态也将继续坚持开放共创模
式，与企业、政府、行业以及整个生态
伙伴共同研发包括智能硬件在内的各
项新产品、新功能、新方案，共同助力

市场实现智慧经营。

企业微信助力“智慧制造”

微信公开课上，企业微信团队还
介绍了企业微信作为连接器，如何在
不同行业中运用自身强大的连接能

力，更好地帮助企业搭建移动化基础
的应用。

“针对传统制造行业产业链庞大、
组织关系复杂的状况，企业微信为制
造业打造了专属的智慧制造解决方
案。”长安福特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他们
使用企业微信打造智慧企业的情况，

“企业微信不仅能连接企业内部，还可
以帮助企业连接上下游、连接C端
等。”

通过企业微信的连接能力，长安
福特将小程序、微信支付和腾讯云等
能力运用到自身的平台建设中，实现
了直达员工、直达经销商、直达供应商
和直达用户的“四个直达”效果。

政务服务小程序实现“零跑动”

为了更好地开展和提升政务服
务，小程序团队提供了人脸核身、非税
支付、交通、医疗等多项行业能力及解
决方案。

以人脸核身能力为例，该能力能

够帮助有需求的政务民生类小程序进
行信息的采集比对以及活体检测，从
而达到人脸识别核验的效果。目前，
政务、公安、税务等10余个行业均已
使用该功能。

“中国政务服务平台”小程序负责
人介绍，作为一个覆盖了30多个地方
政府、接入超过40个国务院部门、提
供超200项便民服务的政务服务小程
序，“中国政务服务平台”小程序正从
过去的单项服务线上办理向一网通办
演进，其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粤省事”
已经上线711项服务，其中620项已
实现“零跑动”。

截至目前，已有超3万个政务小
程序为微信用户提供服务。“微信城市
服务”目前已经覆盖了362个城市，提
供服务涉及公安、交管、税务、医疗、教
育、住房、民政、交通、气象、加油、生活
缴费、文化生活等30个类别，上线超
过9900项服务，累计服务用户超过
5.7亿。

微信公开课亮相智博会

智能支付硬件“微信青蛙Pro”在渝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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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微信公开课现场。 重报集团记者 甘侠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