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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6年 7月 18日 第 2016083期 开奖号码
04 1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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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7月 18日

第 2016193期 开奖号码: 6 9 5
湖南省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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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7月17日， 肯德基携手e-
moji推出“K-emoji”系列表情
图像，并首度亮相上海陆家嘴、
徐家汇地标性建筑LED大屏。
这些醒目而可爱的造型为现场
观众所惊艳， 更被网友们戏称
为“爷爷表情”。

值得关注的是， 肯德基通
过此次“K-emoji"”表情意在将
“尽情自在”的品牌新定位传递
给每位消费者， 鼓励人们用这
些世界通用的表达手法去传递
内心的感受， 实现自然的沟通
与自在的生活。

“爷爷表情”惊喜亮相

7月17日晚8点， 陆家嘴的
花旗银行LED屏幕与徐家汇的
美罗城LED屏幕同一时刻被肯
德基“K-emoji”表情霸气刷屏，
引市民“强势围观”。它是肯德
基携手emoji共同推出的一套
表情图像， 这套表情的主色调
采用极具肯德基特色的红色，
将山德上校、肯德基美食、生活
中很多有爱的场景及事物图像
化， 可供人们排列组合以传达
不同的心意， 同时演绎出肯德

基“尽情自在”的品牌价值观。
当晚现场， 众多围观年轻

人显然“有备而来”，记者随机
采访了一位身穿动漫服饰的
cosplayer，在被问到“为什么
想到以今天的装束来到这里”
时， 这位90后回答：“7月开始K
记一直在（微博）问我们对于自
在的想法。对我来说，自在就是
穿着我最爱的衣服， 展示最真
实的自己。何况K记都这么会玩
儿了， 我就更要张扬一下自己
的个性， 不然要被比下去了哈
哈！”

“K-emoji”掀自在狂欢

据了解，为配合“K-emoji”
表情的发布， 肯德基近期更推
出形式各异的丰富活动， 整合
线上线下资源，围绕“K-Emo-
ji” 表情制造一系列惊喜爆点，
掀起今夏最抓人眼球的自在狂
欢。

配合K-emoji表情上线，一
支将日常的拍摄手法与3D“爷
爷表情” 动画效果相结合的电
视广告对外首发， 充满童趣的
画面配合活泼愉快的剧情，让

人体验前所未有的轻松与自在
感。

同时，肯德基“K-emoji”表
情主题门店也将在全国18个城
市陆续上线。据悉，这些主题店
将全部采用“K-emoji”表情的
元素进行装饰。

除主题店与电视广告外，
肯德基还将牵手国内最大的年
轻人潮流文化娱乐社区———哔
哩哔哩（又称“B站”），采用知名
UP主合作、主题直播、挑战赛等
广为当下年轻人所接受的娱乐
形式，对“K-emoji”表情进行全
方位推广。

今年是肯德基进入中国的
第29年。这29年中，肯德基见证
了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消费者需求的蓬勃发展， 见证
了互联网时代每个里程碑式的
发展， 并一直因时制宜调整着
品牌定位。目前，中国已踏入前
所未有的自在时代。 肯德基再
一次找准了时代风向， 将品牌
定位翻新为“尽情自在”，也是
希望消费者们能更从容地享受
美食，构筑自在不拘束的生活。

■记者 朱蓉

近日，在交通银行浏阳支行
营业厅里， 一群可爱的小朋友，
他们身着统一服装， 佩戴红领
巾， 活跃在大厅的每个角落，时
而认真听值班大堂经理介绍各
类电子银行的功能和使用方式，
时而帮忙引导前来办理业务的
叔叔阿姨前往柜台或自助银行
服务区。

原来，交通银行浏阳支行联
合浏阳市教育局在全市中小学
校推出了创新素质教育活动，由

浏阳市教育局优选城区6所小学
作为第一批试点学校，交通银行
浏阳支行配备专人组织“小小金
融家”活动，将金融理财课程向
校园普及，推进中小学校素质教
育创新发展。“小小大堂经理”厅
堂实习活动便是此次创新素质
教育活动的序幕， 这个暑假，由
第一批示范学校推优选送的
600名学生将在浏阳支行体验
小小大堂经理工作。

据了解，2013年开始，交通

银行浏阳支行率先在全省着手
开展小小理财师培训活动，浏阳
各小学小记者站的学生成为第
一批受益者。 经过几年的发展，
交通银行“小小金融家”在浏阳
市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深受老
师、家长及学生的欢迎。本次创
新素质教育活动，交通银行浏阳
支行将继续以认真负责的态度
准备好每一场活动，让学生收获
知识和快乐，让老师及家长放心
满意。 ■潘显璇 蒋浩 易月

7月18日，太平洋寿险“安
行宝两全保险”（2.0版） 全新升
级上市。 与市面上同类保险相
比，“安行宝2.0” 充分考虑意外
事故发生趋势的变化，保障范围
增加了电梯意外责任与法定节
假日期间意外责任。

除拥有全方位的意外风险
保障外，“安行宝2.0” 缴费期限
更灵活，消费者可以根据需求自
由选择3年／5年／10年缴费，
获取长达20或30年保障， 满期
生存还可获得110%或120%保
费增值返还。

值得一提的是，“安行宝2.0”
温馨推出家庭保单，若家庭成员
共同投保，第二张保单起即可享
受优惠政策， 减免一期保费，即
原10年缴费只需缴费9年， 保障
内容不变，享受保费优惠的家庭
成员最高可达三人。 ■严柏洪

本报7月18日讯 今日上
午，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之一的普华永道正式入驻长
沙， 成立长沙分所。“入驻后，
普华永道将借助国内乃至全
球的网络优势和客户资源，
以长沙为中心覆盖湖南，引
入更多的世界领先企业，同
时积极服务本地企业， 协助
企业走向国际舞台。”普华永
道中国长沙合伙人陈耘涛在
入驻仪式上表示。

普华永道与中国发展研
究基金会在今年年初合作发
布了《机遇之城2016》城市调
研报告，其中长沙在“智力资
本与创新”维度中的“创新城
市指数”排名第二。普华永道
相关负责人透露， 这也是他
们选择长沙设立分所的重要
参考指标之一。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孙玲芝 黄金凤

7月16日， 碧桂园·公园
壹号“五星家园·遇鉴未来”新
品发布会暨仰天湖小学签约
仪式盛大启幕。 此次发布会
上，除了对外公布了碧桂园·
公园壹号旗舰新品外， 更有
仰天湖小学入驻该项目的正
式签约仪式。

发布会现场，碧桂园·公
园壹号项目总经理李义军诠
释了碧桂园“给您一个五星
级的家”的服务理念。他表示，
碧桂园将最新的智能概念融
入到项目中， 通过智能科技
改变生活， 来满足购房者各

种层次需要。
至此，除小区配套哈博双

语幼儿园外， 碧桂园·公园壹
号又迎来了拥有69年办校历
史的仰天湖小学的入驻。而据
了解，该楼盘周边还聚集明德
启南中学、长郡湘府中学等优
质教学资源。

数据显示，碧桂园在全国
近300个城镇， 服务全球超
300万业主，仅2016年上半年
集 团 合 同 销 售 额 便 高 达
1250.7亿元， 稳居国内前三
甲，同比增长129%。

■朱蓉

肯德基“K-emoji”表情引发强势围观
“K-�emoji”表情主题门店将在全国18个城市陆续上线

太平洋保险“安行宝两全保险”升级上市

普华永道入驻长沙

600名小朋友变身银行“大堂经理”
交通银行浏阳支行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启创新素质教育活动

碧桂园·公园壹号旗舰新品发布

陆家嘴与徐家汇同一时刻被肯德基“K-emoji表情”霸气刷屏。

7月18日晚，红宇新材披
露非公开发行预案， 拟募集
资金5亿元， 全部投向PIP可
控离子渗入技术产业化项
目， 建设20条PIP生产线。其
中董事长朱红玉拟出资3亿
元，认购不超过3303万股。如
果发行成功， 朱红玉及其一

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不低于
31.16%。PIP是可控离子渗入
（Programmable� Ion� Per-
meate）的缩写，是一种领先
的金属表面改性技术， 能大
幅提升金属零部件的耐磨
性、耐腐蚀性和耐疲劳性。

■记者 黄利飞

红宇新材定增5亿建PIP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