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人车无人机投送，24小时快递塔，扫脸取件智能柜……

“6·18”电商大战 铆足劲比拼技术

A07 经济·行业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 6月 10日 第 2018066期 开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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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销优惠回归简单直接

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
“6·18”和“双11”已成为每
年两次不可错过的“薅羊
毛”机会。此次阿里、京东、
苏宁三大平台的“6·18”大
促时间均为5月25日至6月
20日，为期27天，是史上最
长的“6·18”大促活动。其中，
5月25日至5月31日为预售
期，6月1日正式开启“6·18”
大促。可能是因往年购物节
各种烧脑的促销计算引发
全民吐槽，今年的实惠感觉
来得更“直接”一些。记者注
意到，各大平台几乎都没有
推出新奇古怪的“促销玩
法”， 而是回归到简单的折
扣、满减送、领券、红包雨等
手段。

不过， 不同的平台、不
同的时段，有不同的促销重
点，了解“赛程”依然很重
要。比如有电商平台6月2日
至6月5日的促销主题是“数
码家电亿元补贴”，6月7日
至6月10日的促销重点则变
成了“服饰美装 大额满减
券发放”。

多家线下商店也同步
参与到“6·18”活动，实现线
上线下共振。

6月1日当日，京东、天
猫纷纷公布了自己今年
“6·18” 年中大促活动的首
日战报：京东“6·18”开场1
小时，累计下单金额达50亿
元，同比增长130%；天猫方
面，6月1日零点过后仅13分
钟，服饰行业成交额就超去
年全天……

电商大战拼技术

在电商促销日渐常态
化的今天， 今年的年中大
促，各大电商平台究竟拿什
么来撑场面？从目前发布的

信息来看，高科技、智慧物
流无疑是电商们如今关注
的焦点。

在5月29日召开的JD�
CUBE大会上，京东各个“技
术大牛”轮番上场，他们不
谈品牌促销， 只讲技术：L4
级无人驾驶重型卡车、续航
1000公里的无人大飞机、由
机器人炒菜服务的餐厅、全
面助推智能硬件发展的
Alpha平台、帮助线下店和
品牌商显著提升运营水平
的智慧供应链、 具备情感
的人工智能图像和语音技
术……京东集团CMO徐雷
透露，这些在“6·18”中亮相
的创新技术和模式将全面
对外开放，赋能零售行业。

阿里也陆陆续续推出
了多个“新物种”：如菜鸟驿
站投入使用超过5米高的菜
鸟快递塔，通过自动传送系
统对接无人机、 无人车，可
实现24小时全天候无人传
送投递。 菜鸟方面表示，该
快递塔可存储600-800件
包裹， 且空间可灵活调整。
在物流末端，菜鸟此前已投
入使用菜鸟小盒、扫脸取件
智能柜等智能设备。

此外， 菜鸟ET物流实
验室还宣布，将与多家公司
联手，共同推进无人设备量
产， 打造一张囊括无人车、
无人机的新型立体智慧物
流网络，拟将无人设备增加
到十万台。

“技术”也是今年苏宁
易购“6·18”的核心，无人
机、无人车的运营将成为常
态。苏宁表示，4月份在网络
引发关注的送货无人车“卧
龙一号”也将登场，并将在
“6·18” 期间推出更多的沉
浸式购物场景，如苏宁生活
家居将联合数十家头部品
牌，推出结合世界杯IP的购
物场景。

本报6月10日讯 6月9日，
由湖南日报社、湖南省建筑设计
院有限公司指导的“第十七届
湖 南 省 室 内 装 饰 设 计 大 奖
赛———盈峰翠邸·君墅成长空间
邀请赛”迎来终极对决，200多位
行业精英汇聚一堂，9位设计湘
军代表精彩竞讲。 最终历时2个
多小时角逐 ， 李安以最高分
73.025分摘得“湖南省年度最佳
设计师”桂冠。

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
会副理事长刘伟介绍，赛事目的
在于通过聚焦“成长空间”，以全

新的视角，为不同定位的社会家
庭，解决“成长空间”的实际问
题， 这对湖南室内发展来说，有
着设计学术里程碑式的意义。

据悉，“盈峰翠邸·君墅成长
空间邀请赛” 自今年3月启动以
来一直备受关注，赛事评委阵容
更是空前强大，GIGI、欧阳应霁、
刘伟、王湘苏、龚旭东、杨陶如6
位国内外顶尖专家教授的组合，
囊括了建筑设计、 室内设计、文
学、儿童心理学等领域，确保了
本次赛事评选的专业性。

■记者 卜岚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
三板）披露数据显示，到6月8日，今年
共有796家公司在新三板发行股票融
资，累计发行次数801次，累计发行金
额338.09亿元。

本周（6月4日至8日）新三板成交
金额17.45亿元，较上周增长14.01%。
分交易方式看， 本周挂牌公司做市方
式成交5.50亿元， 集合竞价方式成交
11.95亿元。 到8日， 挂牌公司总计
11298家，总市值为39269.43亿元。自
今年1月15日新三板实施交易制度、
市场分层等新政策以来， 新三板累计
成交金额382.25亿元。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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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个多月了，693万大
奖还不来领？4月26日，衡东县衡
岳 南 路 中 福 在 线 销 售 厅 的
43045026投注站中出双色球第
2018047期1注单注奖金为693
万余元的一等奖， 至今无人认
领。虽然大奖得主迟迟不现身的
具体原因还不得而知，但是这注
一等奖的兑奖有效期限至2018
年6月25日。 在此呼吁中奖者早
日现身，让693万元的奖金落袋
为安吧。

4 月 25 日 到 衡 东 县
43045026投注站购买过双色球
的彩民朋友，务必核对一下手中
的彩票，如果您是这注一等奖的
得主，请尽快到省福彩中心领取

奖金。当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6、07、
12、16、22、25， 蓝球号码是07。 根据
《彩票管理条例》 规定彩票兑奖期限
为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如超
期弃奖，奖金将变为彩票公益金。

■刘亦

“福彩有爱·与爱同行”关注特殊
儿童

近日，邵阳市福彩中心的“善行福
彩”志愿服务队成员和一群“爱心小天
使” 一起来到邵阳市特殊教育学校，为
这里孩子们送上棉被、水果、书籍等近4
万元的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并和他们
手牵手做游戏，陪伴这群特殊的孩子们
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2011至2017年,�邵阳福彩为国

家筹集福彩公益金超过6亿元，在
支援国家公益服务设施建设的同
时，支持福利院、敬老院、救助站、
社区养老设施等社会公益服务设
施建设。同时，市福彩中心每年安
排专项经费用于“善行福彩支援服
务队”活动，积极开展关爱留守儿
童、帮助困难家庭、资助贫困学生
等公益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
谐与发展。 蒲俊百

经济信息

近期，市场避险情绪加剧，以
贵州茅台为首的食品饮料板块上
演王者归来的大戏。Wind数据显
示，截至6月5日，食品饮料板块5
月以来累积上涨16.77%， 居众板

块之首。跟踪食品饮料板块的指数基
金净值随之飙涨， 其中天弘中证食品
饮料A/C最近一月净值涨幅超过
17%，成立以来累积涨幅接近65%。

天弘基金指出， 近期市场再现

抱团消费白马的迹象，主要源于消
费板块的盈利水平仍然较为稳定，
前期白马股相对于业绩普跌有一
定的超调，继续看好消费和科技领
域。 经济信息

693万奖金在呼喊：谁是我的主人?

天弘基金：继续看好消费和科技

湖湘设计巅峰对决
“年度最佳设计师”出炉

今年以来近800家公司
在新三板发行股票

这个夏天的大型网购狂欢节 ———“6·18”年中大促已拉开大幕。原本是京东自嗨的
“6·18”店庆节，如今已然成为了各大电商比拼的新战场，不过，从当下电商巨头之间火
热的“隔空较量”来看，今年没怎么推新奇的花式促销，而是铆足了劲炫耀技术：继京东展
示了一批无人驾驶卡车、无人餐厅等无人技术产品后，菜鸟也陆续推出菜鸟小盒、扫脸取
件智能柜等“新物种”，为提升“6·18”配送时效提供后场支援，苏宁易购则依托智慧零售
实现了线上线下、品牌加持等各个维度的融合玩法。 ■记者 杨田风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6月 10日

第 2018154期 开奖号码: 6 6 9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632
595
0

1040
346
173

657280
205870

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6月 9日
第 2018153期 开奖号码: 3 2 9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349
0

1005

1040
346
173

362960
0

173865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无人机投送等智慧物流是电商巨头们新的发力点。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