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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数字 +座位号

500WAN会员

追中 526万

幸运数字， 上学时坐过的座位号，

这些完全不相关联的数字，可以用来干

什么？

在 6 月 27 日超级大乐透第 11074

期开奖号码揭晓之后， 来自 500WAN

彩票网的会员“c***” (为保护隐私隐

去其用户名)会告诉你，可以用来买彩

票，而且中得高达 526万元的超级大乐

透一等奖。 据了解，这也是该网站中出

的第 43注超越五百万元的大奖。

27 日晚的超级大乐透开奖号码为

"07、16、23、28、31、03、06"。 这七个看起

来简单的数字，让中国体育彩票首个亿

元巨奖横空出世， 总奖金高达 1.76 亿

多元！

然而， 这七个数字， 想不到还是

500WAN 彩票网站一会员的幸运数字

和上学座位号的组合！而该会员正是利

用这个组合，博中本期一等奖获得五百

万巨奖。

据 500WAN 彩票网工作人员介

绍， 在 27 日超级大乐透第 11074 期开

奖之后， 网站得知注册会员“c***” ”

中得本期一等奖 1注，刚好又正值大乐

透亿元加奖派送之际，因此，该会员总

奖金高达 5,266,941元。

但在工作人员电话告知该会员中

的五百万巨奖时，该会员表示还不知道

自己中了奖。 据悉，他很早就有在网站

购买足彩的经历。 加上 500WAN 给自

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购彩平台，因此将

充分利用学习得到的经验，转向更为便

利并且购买灵活的合买方式，来参与体

育类和数字类的彩票合买。

据网站工作人员介绍，因为可以利

用到互联网购买彩票的便利，以及可以

根据个人财力来灵活投入，众多资历较

老的彩民们基本会热衷于推出合买方

案或者与其他彩民一起追求合买。肖明

“提速” 90%

奥克斯挺进

高铁时代

奥克斯跑赢了火车！

别误会， 奥克斯尚未将其触角延

伸到交通领域， 这次的胜利指的是奥

克斯空调 2011冷年的销售增速。

就在铁路系统为高铁时代的到来

摩拳擦掌之时，奥克斯号，这辆由“先

进技术、出众技术、和谐渠道、创新营

销” 打造而成的健康列车，已然高歌猛

进，沿着通向全球化的轨迹，率先挺进

了自己的高铁时代。

事实上，对于 2011冷年，空调企业

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比上一年要复杂得

多，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与原材料涨价

并存， 雪上加霜的是又伴随着房地产

市场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调控政策，空

调行业的外部发展环境并不乐观，而

空调行业的内部则是诸侯割据、 群雄

争霸。 健康的渠道建设就如同夯实的

铁路轨道，能让奥克斯号任意驰骋，毫

无后顾之忧。

随着 2011 冷年政策市的逐步退

出，企业必然要借力内生性的增长，回

归于市场本身的竞争要素。 奥克斯展

现的就是不断变化的“神劲” ，其神奇

尤为体现在以技术为依托的产品力及

以口碑为基础的品牌力的双重提升。

奥克斯在产品研发上形成与主流

市场的同步性， 又保持差异化竞争的

独创性，加上后续技术储备，保证了其

在尖端市场上的竞争力和持续的盈利

水平。

如果说奥克斯号直道加速的行为

还属中规中矩的正规军，那么其在弯道

的表现则好比奇兵，攻其不备。 这指的

即是奥克斯惯常的杀手锏———营销。

摈弃传统的卖方主导市场的营销

方法， 奥克斯创新性的营销变革使消

费者主导市场， 通过向消费者需求靠

拢进一步实现了品牌的年轻化。

创维数码发布 2010/11财年公告

经营业绩稳健提升

健康渠道奠定夯实轨道

产品升级助其直道超车

创新营销实现弯道加速

LG获得中国首个“不闪式全高清 3D”标识

《加勒比海盗 4》、《功夫熊猫 2》、《变形金

刚 3》等一系列的 3D 巨作不仅引爆了新一轮的

3D 观影热潮，也再一次引发了消费者对全高清

3D电视的追捧。

由于成像原理的不同， 目前市场上以不闪

式 3D和快门式 3D两种技术为主。 就目前的市

场销售趋势和消费者需求来讲，不闪式 3D 电视

更加顺应市场的发展潮流和消费者的观看需

要。

LG 电子推出的 Cinema�不闪式 3D 电视更

受到了消费者的热捧。据悉近期还成为了“全高

清 3D” 联盟成员，并获得首个中国 “不闪式全

高清 3D”标识的使用权。

3D 电视发展之初， 第一代 3D 技术—快门

式 3D， 佩戴快门式 3D 眼镜长时间观看 3D 电

视往往会给用户带来一种头晕、恶心、疲劳等不

适感，对人的健康造成较大影响。

LG今年推出了第二代 3D 技术—不闪式全

高清 3D 电视，3D 技术得到了革命性的突破。

LG� Cinema�不闪式全高清 3D 可以实现逼真的

3D画质的同时，又可以保证健康舒适性。

LG不闪式全高清 3D 技术， 通过高精度的

面板贴膜技术，利用偏振光的工作原理，让左眼

和右眼同时接收到对应的图像。

在获得更加清晰明亮、 无闪烁的逼真立体

3D 画质同时，还大幅降低了头晕、眼睛胀痛等

状况的发生， 是一种让眼睛舒适的自然呈现方

式，不易引起视疲劳。

用户可以选择以各种舒适的姿势来观看

3D 电视，躺在沙发上也可以观看全高清、立体

的 3D影片。

同时， 不闪式全高清 3D 电视眼镜轻薄、无

需充电，也无电磁辐射，而本身就戴眼镜的消费

者可以将 LG�不闪式 3D 眼镜“夹片” 夹在自己

的眼镜上，戴一副眼镜就能够轻松实现 3D 观看

体验。

LG�不闪式全高清 3D 电视, 凭借着观看舒

适健康的绝对优势，正在引领 3D 电视迈向不闪

的时代。

美《消费者报告》3D电视评价出炉 LG居首位

近日， 继在全球媒体获得不断好评后，LG�

CINEMA 不闪式 3D 电视在美国消费者杂志

《消费者报告》的评选中又被评为第一名。

26 日，美国《消费者报告》在线对 LG 电子、

三星电子、索尼、夏普、东芝、Vizio 这 6 个品牌在

美国市场所销售的 13 款 3D 电视产品相互进行

对比 、 评价 ， 其结果显示，LG 电子的 LG�

CINEMA�不闪式 3D 电视总评分获 76 分，荣登

榜首。

《消费者报告》是美国非营利性、 消费者协

会发行的最高权威的杂志，创刊于 1936 年。 期

间发行了对家电产品、 汽车等各种消费材料评

价的报告书， 因而在消费者进行购买决策时有

极大影响力。

《消费者报告》对 13 款 3D 电视产品的 3D

效果、高清画质、音质等多方面功能进行了整体

评价，LG电子的 CINEMA 不闪式 3D 电视得分

最高，

主要评价重点如下：▲通过轻薄的 3D 眼镜

体现了卓越的 3D影像效果。▲更加宽广的观看

角度，不仅在正面，而且在侧面的观看效果也极

佳。

“高质量发挥影像效果的同时能够保持画面

仍旧清晰明亮”。 该杂志对 LG� CINEMA�不闪

式 3D效果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同时该产品还被

杂志作为“最佳推荐购买商品(Best� Buy)”而特别

提及。

据业内人士介绍，LG 电视配备的 CINEMA

不闪式 3D 眼镜比快门式眼镜体现的 3D 影像

效果更好，更健康。

《消费者报告》的评价指出；快门式 3D 电视

在比较黑暗的场面中， 整体画面效果及亮度不

够均匀，画面边缘呈现阶梯状，视野角度狭窄，

其亮度及色度都有所降低。

《消费者报告(Consumer�Reports)》是美国

非盈利组织消费者联盟(Consumer�Union)发行

的消费者杂志。 该杂志对家电产品、汽车等特定产品

进行比较、评价，对消费者的购买决定产生巨大影响。

每月发行量达到 460 万册， 同时运营收费网站

(ConsumerReports.org)

什么是 CINEMA不闪式 3D

CINEMA 不闪式 3D，也叫偏光式 3D，是利

用光线有“振动方向” 的原理来分解原始图像

的， 它先把图像分为垂直向偏振光和水平向偏

振光两组画面，然后 3D 眼镜左右分别采用不同

偏振方向的偏光镜片， 这样人的左右眼就能接

收两组画面，再经过大脑合成立体影像。

Cinema 不闪式 3D 是目前最接近人体实际

感官的立体图像呈现方式，而且图像效果好，眼

镜成本不高， 目前较多电影院采用的也是该类

技术。

◆ 全屏幕无闪烁，让收视者双眼感受更健

康、更舒适

CINEMA 不闪式 3D 实现屏幕全无闪烁，

3D 眼镜无闪烁，消费者可以以任何姿势，随意

享受舒适感十足的 3D影像。

通过专业评测机构的真实测试数据看，不

闪式 3D闪烁度数据几乎是零，让消费者收视的

过程中，不会出现快门式 3D 的头晕,眼疲劳的

情况。

◆高清 3D 可视角度更广

Cinema�不闪式 3D通过高精度的面板贴膜

技术，通过偏振光的工作原理，在双眼水平、垂

直清晰度方面均达到 1080P，同时配合轻便无需

充电的 3D 眼镜 ， 3D 画面观影角度更加宽广

随意，实现真正的 180度纯高清收看。

◆ 3D 画面全高清、高质感

Cinema�不闪式 3D技术产生的画质清晰明

亮、逼真立体，高清 Cinema 画质杜绝了传统 3D

电视所固有的画面频闪和图像重影的现象，从

根本上解决了收看传统快门式 3D 电视会带给

人的视觉疲劳、头晕不适等问题，带给消费者更

健康的 3D视觉体验。

◆ 无拖拉的高清晰 3D 影像

Cinema�不闪式 3D 能够体现 1 秒钟 240 张

3D合成影像。 在相同的时间里与传统的快门时

3D相比，Cinema�不闪式 3D 更多的丰富的画面

展示外，画面表现没有拖拉，呈现高清晰、真立

体的影像。

◆3D 更自由、舒适的观影

Cinema� 不闪式智能 3D 电视相配套的 3D

眼镜既不需要电池，也无需信号接收器，不受使

用人数的限制，镜体极为轻便，佩戴更为方便舒

适， 用户可以各种舒适的姿势来收看 3D 电视，

镜体及观影体验与电影院的 3D 观影近乎一致，

真正实现健康的家庭 3D影院享受。

CINEMA不闪式 3D特点

2011 年 6 月 29 日晚间，创维数码控股有限

公司（香港联交所股票代码编号：00751）在香

港公布了 2010年 4月 1 日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的全年业绩。

报告显示，创维数码 2010 财年在复杂多变

的市场竞争中，经营业绩继续稳健发展，盈利能

力持续保持行业领先优势， 集团营业额达

243.39 亿港元，比上年增长 6.9%，连续五年保持

增长，平均增幅 18%；毛利 46.63 亿港元，利润

12.81 亿港元；集团董事会建议全年派发股息每

股 0.14港元，派息率达 30.5%。

彩电业务彻底转型，市场领先地位稳定

2010 年彩电行业面临新一轮产品升级，

LED 快速普及、3D 电视蓄势待发、 智能电视主

打差异化，并逐渐成为市场热点，创维面临巨大

压力。

通过规划高端 3D 智能产品， 强化 LED 产

品线布局， 彻底实现 LED 转型，LED 占比近

60%，二季度起产品竞争力改善明显，费用得到

控制，渠道网络优化显著，不断拓展新兴渠道，

增强分销能力，巩固了长期积累的人才、机制、

管理、市场和产品优势，整体运行效率提高，盈

利能力快速提升，取得行业优势地位。

据奥维咨询针对中国大陆 390 城市及 4,

300个终端门店进行的统计，创维液晶电视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的 12 个月在中国市场包括国

内及外资品牌的液晶电视销售量及金额的市场

占有率分别增长 15.8%�及 14.4%，继续排名第 1

及第 2 位， 创维连续五年蝉联彩电销售总量及

液晶销售额双第一。

数字机顶盒业务成为生力军

创维机顶盒业务经过长年积累， 实力逐年

增强，2010 年在国内市场保持 20%以上市场份

额，年销售量首破千万台，为中国最大的机顶盒

企业， 为集团又一核心业务。

创维数字机顶盒事业部总裁施驰表示：“创

维数字机顶盒产业全力开拓国内二、 三线城市

的市场，加上中心城市的高清互动升级、农村直

播推广，市场规模扩大，促进了销售额倍增；此

外，海外市场新业务持续发展，势头迅猛。 ”

液晶器件业务成熟壮大

创维液晶器件业务经过五年发展， 不断成

熟壮大。本年度，创维液晶器件销售额 1.11亿港

元，目前，创维液晶器件具有 47 英寸以下（含

47英寸） 直下与侧入光 CCFL、LED背光源光、

机、电、热一体化整机的设计能力，并可独立完

成 LED封装和 LED背光模组，产品质量保持高

水准， 在满足内部使用同时， 积极扩展外部业

务， 已成为一国际知名品牌最大的手机屏供应

商。

着眼未来战略布局 新兴产业前景向好

创维着眼未来，进行战略布局，创维南京电

器科技的冰箱工厂顺利投产，业务进展顺利；深

圳半导体设计中心奠基、 广州地区集群式研发

中试线布局，致力于抢占 OLED 平显、芯片技

术制高点；照明、光电项目进展顺利，为创维未

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