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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开通直飞普洱航线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三波最贵手机来了 人脸识别靠谱不？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孙磊

广告

重庆商报讯 昨天，重庆机场介绍，
从重庆直飞南普洱航线的航线正式开
通，2小时左右就可以抵位于中缅边境的
云南城市普洱，这条航线由华夏航空公
司执行。

华夏航空公司负责人介绍，重庆到云
南普洱航线每周一、三、五、七19：20，从
重庆出发，21：30抵达普洱，每周四、六
19：30从重庆出发，21：30抵达普洱，每
周二 18：10 从重庆出发，20：10 抵达普
洱；返程航班每周一、三、五、七22：15从
普洱出发，00：25抵达重庆，每周二、四、
六22：10从普洱出发，00：15抵达重庆。

重庆商报讯 每年 7~8 月暑假期
间，都是出国（境）证件办理和出国（境）
旅游的高峰期。昨日，市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局介绍，今年暑假期间，我市共签发
各类出国（境）证件41.7万证次，环比上
涨11.6%；重庆市民出国（境）人数达35.9
万人次，环比上涨24.3%。其中，俄罗斯
近年来首次进入了十大热门目的地，同
比增幅达71.6%；中国香港则为重庆市民
最喜爱的出境目的地。

暑假重庆35.9万人次出国
俄罗斯进入十大热门目的地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王杨

周六龙头寺举行人才招聘会
行政后勤类岗位增幅明显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黎静

重庆商报讯 昨日，汇博人才市场
介绍，9 月 16 日西部秋季大型人才招
聘会暨重庆市应往届毕业生大型双选
会将会在龙头寺汇博人才市场举行。
届时，将有大融城、秋田齿轮、纬创资
通、圣名世贸环球城、英孚教育等 400
余家企业进场招聘，预计提供岗位上
万余个。

随着“金九银十”招聘旺季的白热
化，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其中，
行政后勤类岗位增幅最为明显。据不完
全统计，此次招聘会近 4成企业将抛出
行政后勤类岗位，涉及电子、汽车、房产
经纪、建材/装饰、医药、医疗器械、教育
培训、餐饮等行业等多个行业。

就企业提供的具体岗位看，其中行
政经理、行政专员、行政主管、保安、保洁
员、文员、总经理助理、司机等岗位均有
较大的需求。而从薪资福利方面看，企
业大都提供了五险一金、绩效等福利，
部分企业还将提供免费培训、免费旅
游、餐补等，月薪普遍在3000~8000元/
月之间。

现场尴尬
人脸识别没“玩”好

苹果新品发布会现场，有意
思的是，在最受瞩目的 iPhone
X 手机的演示过程中，苹果公司
软件工程资深副总裁克雷格·费
代里吉第一次展示其人脸识别功
能“Face ID”居然没成功，令其
相当意外和尴尬。

费德里吉立即调整情绪并
说，“让我们再来一次”。据报道，
他取出备用手机，进行又一次演
示，这次“Face ID”运行正常。

据报道，这次“突发事件”把
苹果公司的股价也“吓了一跳”，
很快从 163 美元高点跌至 159 美
元，之后回升至160美元以上。

网友调侃
人脸识别会泄露隐私吗

从滑动解锁到 Touch ID，
再到面部识别解锁，iPhone X
再一次创新了手机解锁方式。
iPhone X 取消了 Home 键，而
原 本 集 合 在 Home 键 上 的
Touch ID 功能将被 Face ID
取代。苹果称，入侵者无法使用
用户照片骗过Face ID。

不过，对于这次的面部识别，
一些用户表示担心，晚上睡觉的
时候被 iPhone X 看到面部，会
不会被解锁，从而窃取个人隐私
（当然，答案是不睁眼是不会被解
锁的。Face ID能够顺利解锁的
条件之一是需要捕捉用户眼神
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睡着了或是
紧闭双眼，仅靠面部扫面是无法
完成解锁或是支付的）。还有网
友调侃称，这款手机是网红杀手，
网红们脸长得一样，可以互相解
锁。有网友也担心，姑娘们卸妆
后是否可以解锁手机。

苹果介绍
技术误差率为百万分之一

iPhone X是苹果公司力推
的最新产品。2007年苹果已故创
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推出第一代
苹果手机，开创了智能手机新时
代。苹果公司在12日的发布会上
如期推出 iPhone X，以罗马数
字X表示10。苹果首席执行官蒂
姆·库克称 iPhone X代表“智能
手机的未来”，将引领智能手机下
一个十年。

这款手机为前后钢化玻璃加
不锈钢边框的全新设计，首次采用
色彩精确度和对比度上佳的曲面
屏，5.8英寸对角线超级“视网膜”
高清屏幕几乎占满手机正面。
iPhone X摈弃了Home物理键，
改用手指上下滑动屏幕实现该键
的导航等功能。这款手机支持无
线充电，具备防水功能，照片和视
频拍摄的功能也有所增强。

在 iPhone X 中，人脸识别
功能取代了此前苹果手机的指纹
识别功能，由前置摄像头以及红
外摄像头、传感器和光点投射器
等其他技术支持，可用来解锁、支
持生物特征识别和苹果支付。其
红外摄像功能等新技术，能够投
射红点到用户脸上，然后把信息
反馈到智能系统，创建人脸模型，
以此识别手机的机主，并确保即
使在黑暗环境中，人脸识别系统
仍能发挥作用。苹果高管说，苹
果脸部识别技术误差率为百万分
之一。

iPhone X搭载苹果自行研
发的A11仿生芯片，不仅数据处
理和图形处理性能比上一代芯片
A10 更快，还包含能每秒运算
6000亿次的神经网络引擎，通过
机器学习支持脸部识别功能辨别
脸部变化。

美国苹果公司当地时间12日举行秋季产品发布会，推出3
款智能手机以及苹果手表等多个新产品，其中为纪念苹果手机
问世十周年而设计的 iPhone X更是被称为史上最贵苹果机。
不过，市场对苹果家族的新成员，并没有好“脸色”，网友调侃
iPhone X是否靠谱，称这款手机是网红杀手，网红们可以互相
解锁，还有网友担心姑娘们卸妆后是否可以解锁手机；而苹果股
价尾盘出现小幅跳水，最终收跌0.4%，在A股，苹果概念股更是
普跌。

在这次发布会上，苹果还推介升级换代的苹果手机 iPhone
8和 iPhone 8 plus，尺寸分别为4.7英寸和5.5英寸。

伤不起！A股小伙伴集体被“打脸”

9月12日，在美国加州丘珀蒂诺市举行的苹果新产品发布会上，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介绍新推
出的苹果手机iPhone X。 新华社 图

9 月 13 日凌晨，苹果公
司如约举行秋季发布会，家
族新添了 3 个新成员，其中
高配 iPhoneX价格更是被称
为史上最贵苹果机。不过，
市场对苹果家族的新成员，
并没有好“脸色”，在苹果新
品发布会结束后，苹果股价
尾盘出现小幅跳水，最终收
跌 0.40%。在 A 股，苹果概
念股更是普跌。

A股小伙伴集体受挫

9 月 13 日凌晨（北京时
间），苹果召开秋季发布会，
苹果在此次发布会上，正式
发布了 iPhone 8、iPhone 8
Plus 和 iPhone X 等新品。
在新品发布的同时，苹果股
价盘中一度大幅走高，不过
尾盘又出现大幅跳水，最终
收跌0.40%，成交量较此前一
段时间显著放大。

所谓利好出尽，随着苹果
新品发布，A股市场上，苹果
概念股也全线出现下跌。以
水晶光电、深天马A、歌尔股
份等为代表的苹果概念股普
跌超过3%。

苹果概念股可长期关注

尽管，苹果概念股在苹果

发布会后出现普跌。不过，
梳理历届苹果发布会前后A
股苹果概念股股价均有所反
应，且之后的一段时间还有
产量不断释放带来的业绩红
利，除了2015年股灾之后，其
余时间大部分均有不俗表
现。

以今年为例，苹果概念股
今 年 以 来 平 均 涨 幅 超 过
20%，大族激光、欧菲光、立
讯精密等多只概念股涨幅超
过50%。

苹果是否江郎才尽？

近年来，市场对于苹果公
司能否持续保持创新能力存
在 一 定 质 疑 ，而 苹 果 公 司
2016 财年也遭遇 10 多年来
首次销售下滑。

整体而言，苹果本次发
布的新品手机在设计方面
除了全面屏和人脸识别之
外，并没有明显突破。而与
竞争对手相比，苹果这两项

“创新”也并不特别，因为这
早已被其他手机品牌使用。

如今，苹果的地位正在
受到众多竞争中威胁，但随
着大家消费已经愈发理智，
市场上可选择的产品也很
多，iPhone 已经不再是唯一
的选择了。

槽点多多>>>
“刘海”丑丑丑

作为十周年的一款产品，苹果的
iPhone 8 将采用全新的外观设计，
最明显就是正面的“全面屏”设计，但
是为了安装前置摄像头与传感器，顶
端不得不留下一个“刘海”，实在让人
瞠目结舌。部分媒体甚至称其为最
丑苹果。此外，苹果的摄像头也被喷
为最丑的摄像头没有之一！

价格贵贵贵
苹果手机最大的特点就是贵。

几乎每次更新iPhone系，价格都会上
涨。iPhone X 售价更是创历史，国
行64GB 8838元，256GB 9688元。

“耳机”无无无
这次苹果新品取消了 3.5mm 耳

机，苹果取消了这个耳机接口名义上
是减少成本，消费者购买了苹果的无
线耳机，但这个耳机的售价大家都知
道，这其实相当于变相等于“绑架”。

“解锁”怕怕怕
从滑动解锁到 touch ID，再到

面部识别解锁，iPhoneX 再一次创新
了手机解锁方式。iPhone X取消了
Home 键，而原本集合在 Home 键上
的 touch ID 功能将被 Face ID 取
代。苹果称，入侵者无法使用用户照
片骗过FaceID。不过发布会现场，苹
果高管第一次演示 iPhoneX 面部解
锁时就失败了，现场一度十分尴尬。

有网友调侃称，这款手机是网红杀
手，网红们可以互相解锁。还有网友担
心，姑娘们卸妆后是否可以解锁手机。

iPhone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