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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惠民益贷一周年
用实力成就普惠金融新篇章

2016年 4月 30日，国泰惠
民益贷正式迎来平台成立一周
年。国泰惠民益贷将更多的精力
放在了推出更好的产品和体验
之上，以实力更迭着公众对于普
惠金融的信心。 据悉，能否健康
存活一周年成为社会和行业衡
量一家互联网金融理财平台安
全与前景的重要指标，国泰惠民
益贷无疑就是这样一个顺利渡
过“初考”的优秀生。

国泰惠民益贷推出的“票惠

宝”票据理财产品，完全避免了目
前两种违规情形发生：一是自建
资金池的网贷平台，二是一种债
权转让形式。 并且与其他平台的
票据类产品也形成了明显的差
异。 票惠宝对接商业保理公司的
票据贴现业务，具有五大特殊性。
目前，“票惠宝”已经出现在“国泰
惠民益贷”APP的首页和“我要
投资”页面，投资流程顺畅，操作
界面清晰，将为所有用户提供便
捷高效的惠民金融服务。

五一找万和 “心愿价”成真
又是一年五一时，一场优惠

大战正在酝酿，随时爆发。 国内
生产规模领先的热水器、热水 /
供暖系统、厨房电器专业制造企
业及创领品牌———万和，倾力发
起“5.1找万和 心愿价成真”大
型主题优惠活动，席卷整个家电
市场。

据悉， 本次万和五一促销以
消费者需求为导向， 针对不同消
费群体， 采用多个促销政策并行
的方式开展活动。在国美、苏宁两
大家电卖场， 分别开展了主题为

“国美保鲜价， 万和够抢手！ ”和
“厚惠有期，给足 35天”的联合促
销推广活动， 给消费者更多元的
优惠。此外，本次活动期从 4月 1
日至 5月 8日， 开始时间相较于
往年提前了近两周， 优惠时常也
相应延长了半个月， 让消费者可
以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采购，更
早的享受万和带来的优惠。 万和
全国各大销售网点还以“5.1找万
和 心愿价成真”活动主题为核心
指导， 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
服务保修、以旧换新、买就送、买
赠、抽奖等各种优惠政策，让消费

者可以在这个五一能够以更优惠
的价格，选购到心仪的家电产品，

“心愿价”成真。
伴随此次大型五一回馈活

动，万和还有大批新品上市。 在
热水器层面，除了有万和旗舰产
品———S 级高端燃气热水器全
系产品之外，还有四季恒温热水
器、 碳氮双防热水器、“零冷水”
热水器、“零冷凝水”热水器加入
其中；电热水器推出双擎恒温系
列和智洁双零系列。在厨房电器
层面，有排风量高达 22m3/分钟
的第Ⅲ代双涡轮吸油烟机、热流
量高达 5.2kW 的第Ⅱ代蓝芯
灶，以及热风循环消毒柜、三维
旋转中式电烤箱等多款中式厨
房电器，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据悉，万和以行业开创式产
品———水控式燃气热水器起家，
已连续 12年燃气热水器综合市
场占有率居行业首位， 消毒碗
柜、燃气灶、吸油烟机、电热水器
的市场占有率均处于行业前列。
而今，万和正全力打造“全球领
先的燃气具及生活热水系统供
应商”。

搜狗一季度营收与利润双超预期
人工智能成今年投入重点

2016年 4月 25日，搜狗公司披露
截至 3 月 31 日的 2016 财年第一季度
财报。 财报显示，搜狗第一季度保持了
很好的增长势头，收入达 9.55 亿元，同
比增长 35%；非美国会计准则下，第一
季度净利润达到 1.43 亿元， 同比增长
42%，收入和利润均超出分析师预期。

依靠微信、 知乎、QQ兴趣部落的差
异化内容优势，Q1搜狗搜索流量及商业
化能力持续稳定增长，尤其是移动搜索增
长迅猛。 财报显示，搜狗移动搜索流量较
去年同期增长一倍以上，在整体流量的占
比进一步提升至近 2/3的水平， 同时，移
动搜索收入占整体搜索收入的比例从去
年同期的 22%攀升至 44%， 变现能力不
断增强。艾瑞MUT� 2016年 1月数据显
示， 搜狗移动搜索市场份额已达 16.2%，
月活跃用户数升至 5.6亿，在搜索行业稳
居第二，并不断拉大与跟随者的距离。 在
4月艾瑞对中国移动搜索品牌的用户调

研显示， 搜狗移动搜索的用户渗透率达
71.6%，排名第二。

这个季度，搜狗在人工智能上的积
累和投入也转化成产品优势。以语音为
例，最近一年来，日均语音搜索次数增
长超过 1倍，搜狗手机输入法日均语音
输入调用次数增加 1倍以上， 超过 1.2
亿次，是中国语音输入功能使用率最高
的手机应用。这很好地满足当今用户更
多使用语音、图像甚至视频来输入和获
取信息的需求。

4 月 22 日， 搜狗还宣布捐赠 1.8
亿元给清华大学，联合成立“清华大学
天工智能计算研究院”， 致力于人工智
能技术的研发。 借助这一平台，搜狗将
邀请世界顶级科学家参与项目研发，相
关研究成果会应用于搜狗的下一代产
品中，这将为搜狗提升行业竞争力提供
极大助力。

搜狗 CEO 王小川表示：“从连接

到智慧， 是互联网企业竞争的新高峰。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在前沿技术方
面的研究，特别是加大对人工智能技术
的投入，争取在视觉和文字的理解以及
基于概念的推理方面有突破性的进展，
引领搜狗成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创
新者和领先公司。 ”

搜狗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一直大
手笔，2015 年搜狗年收入近 40 亿元，
其中有 22%被用于研发。 今年 3 月，
Google 的 围 棋 人 工 智 能 程 序
AlphaGo 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
标志着人工智能在产品和服务上的应
用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这次重大突破
促使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加大投
入和探索商业应用。在前沿技术尤其是
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领域的研究与投
入，将让搜狗成为中国互联网行业尖端
的技术企业，使其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更
具竞争力的挑战者。

东风日产走心营销再发力 正式启动 2016年寻找未知第二季
2016年，东风日产正式启动以“青

年力量” 为主题的“寻找未知的自己”
（第二季），并与胡军、贾樟柯、孟京辉、
江一燕等众多明星大咖一起，继续用榜
样的力量帮助更多年青人找到属于自
己的方向。

4 月中旬，东风日产发布青年榜样
网络票选活动，与广大青年学子分享青
春话题，激荡青年思想。不止于校园，东
风日产还会邀请艺术、设计、建筑、IT、
公益等领域的知名社会青年领袖，举办
“青年现场”系列沙龙，邀请青年大使和

青年精英， 与更多的社会人群探讨职
业、创新、公益等各类社会话题，引发青
年人群对未来的思考，并且网友可以通
过青年榜样线上点赞活动，报名参与 6
月举办的青年峰会，与青年榜样们共享
年青盛典。

第一代互联网超级卡车欧曼 EST
&梅赛德斯 -奔驰动力北京车展发布

2016年 4月 25日， 以“创新 变
革”为主题的第十四届北京国际汽车工
业展览会拉开帷幕。福田戴姆勒汽车发
布第一代互联网超级卡车 - 欧曼 EST
和福田戴姆勒汽车梅赛德斯 - 奔驰发
动机工厂生产的 OM457 发动机，使福
田戴姆勒汽车成唯一一家既发布新款
整车产品又发布自有动力新品的重卡
企业。

本次发布的欧曼 EST 将有望于

2017 年初正式上市， 这也昭示着“欧
曼”将全面驶入以“智能化、高性能”产
品助推中高端物流升级的快车道。本次
车展， 福田戴姆勒发布的三款欧曼
EST 超级卡车产品， 分别配装梅赛德
斯 - 奔驰 OM457 经典动力以及福田
康明斯全新一代 ISG12L 超能动力，采
用全新平台、全新车身，标配电控空气
悬架、自动变速箱、液力缓速器、超级车
队管理系统， 配置六大智能控制系统，

使其通过“智能卡车 + 智能物流”两大
路径，给出“绿色环保、高效节能、安全
智能”的现代化物流运输智能一体化运
输的“欧曼方案”。

随中国现代化物流体系智能化、集
约化、高端化发展，升级公路运输装备势
在必行；福田戴姆勒顺应全球重卡发展
趋势，在引领中国重卡行业未来发展的
同时，以第一代互联网超级卡车打造出
一张属于中国“超级卡车”的全球名片。

●

本报4月26日讯 今天是第九
个全国疟疾宣传日， 今年的宣传主
题是：“消除疟疾： 谨防境外输入”。
下午3点，省疾控中心在长沙县举行
消除疟疾的健康宣传活动。 记者从
该中心获悉， 近年来， 由于外出务
工、经商、旅游等人口流动频繁，输
入性疟疾病例呈上升趋势， 恶性疟
死亡病例时有发生。

“市民归来、外出要注意防范输
入性疟疾。”疾控专家提醒，患者一
旦确诊为疟疾， 可凭借处方到省疾
控中心免费领取药物。此外，长沙市
各级疾控机构均向各级医院提供免
费的抗疟药物。

据介绍， 全球约有109个国家
和地区流行疟疾，约32亿人口受到
疟疾威胁。 流行最严重的国家和地
区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其
次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南太平洋群
岛国家，且主要流行恶性疟。

专家透露，2011~2015年，全省
共报告输入性疟疾病例839例，从
境外输入的病例占98.57%，其中恶
性疟占52.84%。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蔡龙

本报4月26日讯 晓儿
（化名） 是全国首例人感染
H5N6禽流感的重症患儿，4月
26日已经进入隔离治疗的第14
天。 她的病情进展牵动了全社
会的关爱之心， 晓儿姐姐发起
的网络筹款5天时间就筹集了
10万元， 她的学校也为她在积
极募捐。 在艰难挺过13个日夜
后，晓儿的病情逐步好转，第一
次在病房里舒舒服服地洗了个
头。

第一次在病房里洗头

“晓儿别怕， 姐姐来给你
洗头发。”4月26日清晨， 省儿
童医院重症医学二科隔离病
房，特护护士邓琼琼提着准备
好的热水来到重症患儿晓儿
（化名）的床旁，穿着全套防护
服的她，动作看起来像“笨拙”
的企鹅。

随手叠好柔软的毛巾，邓
琼琼轻轻地扶着晓儿的身体移
动， 帮助孩子的头部挪到床边
躺好。 由于晓儿还带着无创呼
吸机，移动身体需要特别小心，
这几个看似简单的动作， 足足
花了邓琼琼5分钟时间。密不透
风的防护服下， 邓琼琼的汗已
经湿透了衣背。

“晓儿，水温还可以吗，姐
姐这样洗不疼吧……”邓琼琼
的声音透过厚厚的口罩，清晰
地传到晓儿耳边，晓儿慢慢地
抬起手臂摆一摆， 轻轻地回
答：“谢谢姐姐， 我很好。”“晓
儿真棒，坚持一下，姐姐很快
啊。”

轻揉、 细梳、 冲水、 擦干
……15分钟后， 晓儿齐肩的头
发重新变得清爽起来。 到底是
小姑娘，都是爱美的，晓儿向邓
琼琼展露出开心的笑容， 连说
了两句“谢谢姐姐！”

全面康复需过五大难关

据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
二科主任卢秀兰介绍，晓儿要
达到全面康复，需闯过五大难
关， 至少还需要2周左右的治
疗时间。

第一是诊断关。患儿突然
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热，伴有呕
吐、咽痛，咳嗽不明显。我们做
到了早期识别、 早期隔离，雨
花区疾控、省疾控中心快速采
样、检测，明确了诊断，为临床
治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第二是高热关。4月22日患
儿体温逐步趋于稳定， 这说明
医院救治专家组采取的综合治

疗方案开始起效。
第三是呼吸衰竭关。这是

该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也
是主要死亡原因。该患儿在没
有出现明显肺炎症状的时候，
肺部就已经受损，短短的几天
时间就变成了“白肺 ”，病情
进展迅速。 根据病情我们给
予患儿及时和有效的呼吸支
持。

第四是肺功能恢复关。该
患儿的肺功能严重受损， 任何
的活动对于她来说， 都比较吃
力，正处于肺功能的修复阶段。

目前， 我们正给予她积极的鼓
励， 协助她及时翻身和清理呼
吸道分泌物， 她正坚强地战斗
在这一关。 这一过程大约还需
要持续2周左右。

第五是继发感染关。病毒
是一个乘虚而入的“不速之
客”， 同时它也会导致患儿免
疫损伤，因此目前治疗中面临
的问题是继发感染，即使病情
进入到恢复期也不能放松警
惕，应防止其他病原菌乘虚而
入。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姚家琦 李奇

我省H5N6患儿艰难挺过13日夜
医生：全面康复需过五大难关

出入境要防疟疾
药物可免费领取

4月25日，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二科，晓儿（化名）很想家人，坚持
要给家人写信，写累了就眯上眼睛缓缓神。 李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