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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济南市经十路一家商
场内售卖卡通人物的无人面塑
摊火了，摊主张世建是个80后小
伙，由于平时生意忙不过来，他
便在桌子上留下了收款二维码，
顾客可自行取货，扫码支付全凭
自觉，让张世建意外地是摊点的
月销量超过了万元。

其实，这种无人经营的模式
在多年以前就已经进入济南。
2011年10月开始投放建设的“书
香泉城”24小时自助图书馆是最
早在济南落地的“无人模式”，目

前共布设了8个点位，包括泉城
广场、龙奥大厦、高新区地税局、
领秀城社区等。

25日下午，记者来到泉城广
场西北角的无人图书馆，占地不
到20平方米的无人图书馆以白
色为主色调，颇为清新。大约过
了两个小时，记者才等到一位借
还书的市民。“在市图借的书快
到期了，带着儿子来泉城广场玩
顺便还上书。”济南市民范女士
说，她一般不在无人图书馆借
书，因为书的种类少，可选择性

也小，但作为还书点还挺方便。
“根据机器型号不同，24 小

时自助图书馆藏书量有 480 册、
420 册、360 册三种。”济南市图
书馆文化活动部负责人刘昱介
绍，自助图书馆投放到现在约 7
年的时间中，借阅情况比较稳
定，8 个点位平均每月借还次数
共 2000 多次，其中龙奥大厦和泉
城广场自助图书馆的借阅率较
高，每天的借还次数均超过 60
次。“接下来计划开设无人书坊，
给市民提供阅读空间。”

较受年轻人喜欢，商品比普通超市贵0 . 5-1元

去年9月份，无人超市惊艳
亮相，至今已经过了半年时间。
23日上午9点半，记者在济南市
报业文苑A区西南角的“鲸智
BOX无人便利店”外观察，一个
小时之内，无人超市没有一人光
顾，而离无人超市约200米的易
购超市内，不少银发“购买大军”
围在蔬菜区挑挑捡捡。

泉城广场的无人超市则是
另外一番景象。23日下午四点半
到五点半，一个小时的时间，有
17个人进入了无人超市，14人带
着购买的商品出来，这些人均为
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无人超市
虽然贵点儿，但是挺方便。”28岁
的张先生拿着从无人超市购买
的脉动说，这瓶脉动比普通超市
贵了大约1元钱。

记者了解到，无人超市在济
南约有七八家，分别在学校、社
区、广场、快捷酒店、汽车站等
地，售卖的商品价格比普通超市
约贵0 . 5-1元钱。“无人超市能够
满足市民就近需求，市民多花一
点钱算是买了方便吧。”山东盈
谷网络科技公司董事长柳华玮
介绍，目前，来无人超市购物的
人年龄在20-50岁之间。报业文
苑无人超市一天的营业额约在
2000元，泉城广场无人超市夏季
营业额高于冬季，一天最多能达
到7000元。

无人超市除了开在社区、广
场等公共场所外，也逐渐走进了
校园。“目前无人超市已经进入
了济南市第十四中学和济南市
十亩园小学。”柳华玮介绍，家长

通过公众号添加家庭成员，上传
孩子照片，这样孩子不需要使用
手机，刷脸就能进入超市购物。

图书馆、超市、停车场、KTV……

济南“无人”服务全体验

出停车场仅4-5秒，比人工收费快10倍

除了无人图书馆、无人超市
外，无人停车场也逐渐在济南发
展起来。

泉城广场智能停车场于今
年1月上旬开始使用，如今墙上
已经贴上了醒目的标语，提醒前
来停车的人取车前提前用微信
扫码交费。“第一次使用无人停
车场，感觉挺新鲜，还省了等待
交费的时间。”来济南旅游的于
先生说，几秒钟就出去了，比人
工收费快多了。

“为避免忘记交费造成拥
堵，市民在取车前可以提前支

付，交费成功后15分钟内离场不
再计费。”泉城广场智能停车场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90%以
上的人能够顺利使用付款系统，
8成以上的人能够提前付款。

根据测算，目前车辆出停车
场人工缴费需要四五十秒左右，
如果使用自动缴费，通行时间将
降到四五秒左右，通行效率提高
近10倍。

据了解，济南大部分停车
场都设置了手机交费系统，但
考虑到有的市民不会使用手机
交费或有的商场推出购物抵扣

停车费等活动，一些停车场收
费口仍然有人驻守，实现了“半
无人”模式。

济南市高新区鑫盛大厦停
车场以前只能靠人工收费，近期
设置了手机交费系统。26日下
午，记者来到该停车场，当时正
值下班时段，看到车辆陆续从收
费口开出，基本没有压车情况。
停车场智能化为在鑫盛大厦上
班的刘先生带来了便利，“以前
下班开车出停车场交费要等20
多分钟，现在手机就能支付，省
了不少时间。”

可借的书种类少，但还书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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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将大力推进
无人驾驶

社会关注的“无人驾驶”
将在北京大力推广。近日，北
京市交通委联合市交管局、市
经济信息委等部门出台了“自
动驾驶测试新规”，赋予自动
驾驶路测合法化地位。随后北
京推出亦庄部分路段和北清
路用于自动驾驶路测。3月22
日，北京市5辆取得临时牌照
的自动驾驶汽车获得路测资
格，已经开始测试。

北京市交通委主任周正
宇介绍，目前根据路测情况来
看，车辆是安全有保障的，但
也存在一些小问题，比如自动
驾驶车辆有时会将街头的红
灯笼误认为是红灯，所以必须
进行更多的路测，接下来路测
范围将从人少车少的简单道
路升级到复杂道路。 综合

除了无人图书馆、无人超
市和无人停车场，济南还有一
些新的“无人”商业模式，例如
商场里的无人KTV、无人按摩
椅、无人摊点等。

“‘无人经济’是一种新的
商业模式，是社会发展更新
的一种新生事物，是社会进
步的表现。”山东大学经济学
院教授李铁岗说，“无人经
济”是对人工智能与自动化
的探索，有一定的先进性。

“目前‘无人经济’在许多行
业得以发展，根据市场情况，
这种无人售卖模式在个别行
业有明显的优势，但在某些
方面也有市民不适应、不接
受这种模式，这些市场反应
都是正常现象。”

“‘无人经济’相对于‘有
人经济’有一定的替代性，且
人力成本低。”李铁岗认为，
但商家不应该盲目追随潮
流，一味追求“无人化”经营，
需要根据受众群体、经营规
模大小来选择经营模式，例
如在社区内就最好选择“有
人”的经营模式，因为社区内
购买主力多为老年群体，大
部分老年人对“无人超市”比
较陌生、不会使用，他们在购
买的过程中更愿意与人交
流。“停车场内收费员或者图
书馆借书员的工作都是单一
性、简单重复的，不需要过多
与人交流，完全可以由机器
或科技取代，这种工作演变
成‘无人经济’的模式就是社
会的进步与发展。”李铁岗
说，从长远来看，“无人经济”
必定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但
并不代表“无人”可以完全替
代“有人”。

李铁岗表示，现代社会更
多的应该是有“人情味儿”，

“无人经济”只是方便人们生
活的另一种模式，商家在采用
无人销售的经营模式时，也应
该学会剖析问题，找准发展的
方向，发挥自己的优势。

专家观点

“无人化”经营
要因地制宜

无人超市显眼处
应张贴相关证件

去年10月，中国百货商业
协会发布了《中国无人店业务
经营指导规范(征求意见稿)》，
要求无人店经营者开展相关
业务应及时向政府监管部门
申报外，同时需提交报备材料
至相关部门，特别是从事食品
类销售等行业的，应在提交报
备的同时提供食品许可证等
相关证明。

《规范》指出，为防止出现
漏电等意外安全事故，无人店
在设置时应安装必要的接地
措施。从事食品类销售、现场
制售的，应取得食品经营许
可，经营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
次健康检查，上岗前要经过食
品安全知识培训。

另外，经营企业应设立投
诉专线并在明显处张贴消费
者投诉电话，以方便服务人员
和消费者随时联系。同时应张
贴企业名称、营业执照编号、
食品经营许可证、其他销售商
品所需的专项许可证编号以
及本地区监管机构所要求公
示的内容。 记者 刘紫薇

上海将打造
无人系统产业链

为发展“无人经济”新兴
产业，上海在去年世界无人系
统大会上宣布，将在金山打造
无人系统产业链及产业品牌。

上海将加快无人系统产
业基地的建设，加快引进无人
机整机及飞控、动力、云台、图
传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研制、生
产、系统集成和检测等企业落
户金山，促进无人系统产业的
集聚发展。

同时，将加快试航基地建
设，分别建立无人机和无人车
的试航实验基地，建立水上飞
机和无人船的试飞实验基地，
以及建立无人机和无人车的
辅助试飞实验基地。

此外，上海将加强推进产
学研合作基地建设，建立健全
无人系统研发、仿真和测试检
测平台，争取在无人机设计测
试、总装集成、动力系统、飞行
控制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上
实现突破。 据新华网

□记者 刘紫薇

济南一家无人面塑
摊最近挺火，无人售卖的
模式吸引了不少顾客。其
实早在2011年，“无人概
念”就已经进入省城。2011
年10月，无人图书馆开始
在济南布点，到现在共有
8个点位；去年9月，无人
超市亮相济南中部；今年
1月，泉城广场新开智能
停 车 场 ，实 现 无 人 值
守……随着社会发展，

“无人经济”成为一种新
的商业模式，有的市民觉
得新鲜有趣，还有的市民
不太适应。

在在济济南南泉泉城城广广场场智智能能停停车车场场，，市市民民取取车车前前通通过过微微信信扫扫码码支支付付停停车车费费。。记记者者 金金灿灿 摄摄

市市民民在在无无人人超超市市内内购购物物。。金金灿灿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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