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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球迷来说，每年世界杯寻找
高清、全量的赛事直播，可谓困难重
重，不是卡顿、就是画面模糊不清，要
么是守在电视机前挪不动窝，要么就
是抱着电脑到处搜WiFi信号……但是
随着中国移动重磅宣布获央视异界杯
通信运营商独家播放权，标志着世界
杯正式进入手机时代。

从过去几年网络用户收看体育比
赛的习惯来看，智能化手机的普及、更
重要的是用户群体的年轻化，这直接
导致移动端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不
久前，中国移动公布了2018年3月份运

营数据。数据显示，3月份，中国移动4G
用户数达到6.71745亿，当月净增991.6
万；有线宽带用户总数达到1.2392亿，
当月净增用户数407.6万。之前，人们还
在为到处搜WiFi信号看视频而苦恼，
如今随着四川移动抓紧落实提速降费
自去年推出流量不限量业务以来，让
越来越多的用户放下流量包袱，大胆
掏出手机随时随地观看视频直播。

作为2018央视首选的世界杯新媒
体官方合作伙伴，中国移动旗下咪咕
视频将全量、全程、全高清直播64场世
界杯精彩赛事。

亮点一：
“网红”诞生
电商牵手老字号“跨界”忙

今年电商巨头们牵手老字号碰撞
出众多网红爆款。6月7日，六神Rio鸡
尾酒在天猫独家首发，限量供应的
5000瓶17秒内被秒光。一口驱蚊、两口
入魂“的六神Rio鸡尾酒，自从跟随天
猫在vinexpo酒展上一亮相，就成为全
场瞩目的“话题明星”，还在社交网络
上引发热议。

天猫内部有两个扶植国货品牌的
项目分别为“国潮行动”和“天字号”计
划，都在助推老字号在新零售时代焕
发新生。

从3月起天猫就开始联动老字号六

神和潮牌Rio的跨界，通过精准的消费
者洞察，经过了三个多月的配方开发和
产品测试，打造了这一富有话题性的爆
款单品，并将其带上全球最大的酒展
Vinexpo，引发业界内外强烈关注。

在这个跨界合作中，老字号品牌
六神贡献了独家秘制的经典香型，Rio
则派出最有实力的调酒师，最终诞生
了这个完美复刻了六神花露水风味的
鸡尾酒。Rio电商总监唐慧敏表示，周
黑鸭与御泥坊联名推出的小辣吻咬唇
膏，年初火极一时的泸州老窖桃花醉
香水，福临门万福卸妆油，辣条味粽
子，酒香型粽子也会在天猫618期间独
家上线。

创始于1921年，作为首批中华老
字号五芳斋，在今年的京东618不仅和
京东携手玩出新花样，而且还与迪士

尼跨界合作，米老鼠、漫威也纷纷爱上
了粽子。

亮点二:
快递提速
精确到“分钟级配送”

“分钟级配送”正在成为新物流时
代的热词。618前夕，菜鸟门店发货再
下70城，目前已覆盖包括成都在内的
全国30省100多个城市，其中屈臣氏门
店增加到1000家，马克华菲、Lily、361
等十大服饰品牌，以及放心大药房等
药店最新接入。

一位常在天猫购物的成都消费者
说，往年618都会担心包裹在路上走得
慢。这次一大早网购了一批护肤品，半

个小时就送到了。
作为新物流的首个618，盒马30分

钟达、天猫超市1小时达、菜鸟“门店发
货”2小时达都是大促的标准服务，分
钟级配送已经涵盖生鲜、美妆、母婴、
快消、服饰、医药等多个品类，并从一
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拓展。

在物流配送方面，菜鸟发布了多
款新能源智能配送车，把物流车升级
成了移动的智能仓库和移动的末端驿
站。菜鸟小盒、扫脸自提柜、快递塔等
最后100米智能设备也在天猫618前纷
纷亮相，为消费者收包裹提供了多元
选择。

今年618期间，京东物流已经搭建
的从分钟级配送到40天内约定日期送
达的配送“全家桶”体系，将灵活覆盖
消费者不同商品品类、不同消费场景

的时效需求。

亮点三:
黑科技扎堆
无人军团大比拼

今年的618，也是京东提出向零售
基础设施服务商转型一年之后的一次
中考，在今年的618启动大会上，京东
一反常态，对促销计划几乎只字未提，
而是一群技术大咖现场演示京东在无
人驾驶重型卡车、续航1000公里的大
型无人飞机、人工智能图像和与语音
技术，以及无人智慧餐厅等一系列零
售黑科技。

618大促前夕，全球领先的京东无
人军团捷报频传。由京东硅谷研究院
研发的L4级无人重型卡车，已经完成
2400小时的智能驾驶超级测试。作为
真正意义上用于物流货运的全自主研
发原生无人机，续航达1000公里以上
的JDY-800，将于618期间正式对外亮
相。618前夕，京东物流首次公开了无
人仓的世界级标准。

一直在零售领域深耕的张近东，率
先抛出了自动驾驶的电商运用样本。5月
24日，在苏宁物流上海奉贤园区，被称为

“行龙一号”的无人重型卡车，挂载着集
装箱，完成了首次园区内路测。

菜鸟技术专家也介绍，天猫618分
钟级配送背后，是从供应链管理、仓库
到配送末端，菜鸟各类“黑科技”轮番
上阵。

业内人士分析，目前零售商之
间的比拼已经不再局限于零售额，
而是一场零售技术能力的大比拼。
对于零售行业而言，仓储将引入更
多的机器人，终端配送也会出现越
来越多的无人机和无人车以代替人
力，而对于销售补货的判断，则来自
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消费和技术
这两股力量，推动着整个零售行业
在基础设施上的迭代，金属和数字
取代了人力和经验，使得整个供应
链条变得更加高效和智能，而这其
中成本和效率的提升，成为了零售
商新的利润增长极。

中国移动获央视世界杯
通信运营商独家播放权
四川球迷用中国移动不限量看高清央视世界杯

6月14日，全球体育顶级赛
事——2018世界杯将在俄罗斯
点燃战火。俄罗斯球赛太远去
不了？工作太忙看不完全？手机
流量不够、画质不理想......现在
四川球迷有福了，上述烦恼四
川移动统统帮你消除掉！最新
消息显示，中国移动咪咕公司
日前正式成为2018央视世界杯
新媒体及电信传输渠道指定官
方合作伙伴，此举意味着中国
移动是三大运营商中唯一获得
世界杯直播权的拥有者。同时，
届时广大四川移动用户可以通
过咪咕视频手机客户端和PC
客户端观看全部64场世界杯赛
事的直播和点播内容；同时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还将通过中国
移动家庭视频产品“魔百和”依
法合规地向用户提供64场央视
世界杯高清内容。

更让球迷们惊喜的是，即
日起四川移动推出移动“大王
卡”免费抢活动，活动期间每天
5000个直播/点播免费名额，让
你看高清央视世界杯畅享多重
惊喜。

为了让用户尽情畅享高清世界杯
的精彩赛事，中国移动近日推出了咪咕
视频卡（移动王卡）、任我用不限量套
餐、全球通无限尊享计划等流量套餐，
即日起至7月31日，用户可以通过中国
移动掌上营业厅、网站、线下营业厅以
及拨打10086等多种渠道方便办理。办
理以上任意一项，均可畅享咪咕视频

“三好礼”——即“咪咕世界杯畅享权益
包”：包括64场央视世界杯全程赛事
1080P高清直播、7天免费体验咪咕视频
会员，以及半价订购咪咕视频会员。

那么咪咕视频会员含有什么特色权
益？据介绍，除了独享世界杯64场赛事
1080P高清直播，还将享受有超过100场
由名嘴大咖提供的赛事特色解说，以及
一系列咪咕特色世界杯内容、主题活动、
互动专区等，咪咕会员将享受到线上+线

下全场景沉浸式世界杯观赛体验。近期，
世界杯专区已经在咪咕视频上线，名嘴
刘建宏也携《新三味聊斋》登陆咪咕视
频，围绕“吃喝玩乐”与各路大咖探讨与
世界杯相关的各种有趣、有料的话题。

尤其值得的一提的是，现在起四川
移动“大王卡”可免费抢，活动期间每天
5000个直播/点播名额免费抢，64场高
清赛事直播/点播任你看。而且，移动大
王卡内含咪咕视频、优酷等主流APP，用
中国移动流量不限量即可尽享高清央
视世界杯。中国移动大王卡，让你有

“球”必应！体验无限流量，感受无限精
彩，挥洒无限热血和激情！

此外，在电视大屏端，“魔百和”用
户通过TV版咪咕视频（咪视界等），同
样可以免费观看全部世界杯高清赛事
内容（1080P）。 成都商报记者 庞健

手机、电视看世界杯直播 惊喜不断

四川移动用户独享64场高清赛事直播

说起《查理九世》，很多 00 后小
朋友都不陌生，该系列小说累计销量
超过 7000 万册，连续四年获销量排
行榜冠军并且不断刷新纪录。由著名
儿童文学畅销书《查理九世》改编的
冒险奇幻电影《查理九世》将于7 月
13日上映。昨天下午，原著作者雷欧
幻像和小演员刘思慎来到成都与小
书迷们见面。

据了解，影片《查理九世》以90年
代的中国西北小镇为故事发生地，墨
多多为营救陷入超自然事件的小伙伴
而踏入禁忌之城。该片的导演是北京
电影学院摄影系主任王竞，他也是《万
箭穿心》、《大明劫》等严肃故事影片的
导演，这次，却执导了一部儿童题材的
电影。雷欧幻像表示，《哈利波特》系列
电影请的就是文艺片导演，他觉得王
竞导演非常擅长塑造人物情感。

小演员刘思慎在电影中饰演虎
鲨，这次在电影的冒险之旅中扮演

“武力担当”的角色。据悉，电影中几
名小演员的平均年龄仅十一岁，影
片历经数月严格培训才进组拍摄，过
程中除了要克服西北地区艰苦自然
环境带来的困难，还要完成吊威亚及
动作戏等大量高难度戏份的拍摄，实
属不易。

作为少年冒险团守护者的“汪星
人”查理九世，是电影中可爱活泼的

“主角”。王竞导演在近百只狗狗中反
复挑选，才最终敲定了电影中的这只

“查理九世”。
小说原作者雷欧幻像表示，虽然

电影中的“查理九世”较小说中有所改
变，但其勇敢暖萌的形象，更贴合电影
的改编。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摄影报道

近日，94岁的叶嘉莹先生，通过
视频宣布，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捐赠给
南开大学，用于设立“迦陵基金”。“我
与南开结缘差不多有整整 40 年之
久，我现在已经是94岁高龄了。所以
我决定，将我一生积蓄捐赠给南开，
为了我所爱的中国古典诗词！”

据了解，叶嘉莹目前已完成初期
捐赠1857万元。昨日，叶嘉莹助理在接
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证实了此事。

6月3日，南开校友总会第六届
理事会2018年（扩大）会议暨第五届
全球南开校友会会长论坛在郑州召
开。在当天这场大会的捐赠仪式上，
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
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加拿大皇
家学会院士叶嘉莹先生将自己的全
部财产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
会，用于设立“迦陵基金”，继续支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目前已完
成初期捐赠1857万元。叶先生的助
理、南开大学文学院张静副教授，代
表叶先生递送捐赠支票。

94岁高龄的叶嘉莹先生当天没
能到现场，但特意录制了一段VCR
祝贺大会圆满成功。张静称，叶先生
希望对捐赠做低调处理，但消息还
是在网上传开了，这几天不断有媒
体追问相关话题，叶先生年事已高，
不可能一一回答。

叶嘉莹先生是古典诗词文化的
传承人，自1945年大学毕业起，曾被
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聘
为教授，至今，已向国内外传授中国
古典诗词70余年。如今又将全部财
产捐于文化研究，令人崇敬不已。她
受聘于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及中
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

是2015-2016年度“影响世界华人大
奖”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

叶嘉莹先生从教70 余年，其中
有一半多的时间是在南开大学度
过。南开为叶嘉莹修建“迦陵学舍”，
并于2015年10月17启用。

2016 年，叶嘉莹全权委托南开
大学教育基金会卖掉她在天津购置
的一处房产，卖房所得380万元全部
用于设立南开大学迦陵基金。2017
年，叶嘉莹再次委托南开大学教育
基金会将她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房
产变卖，这一房产是其昔日居住的
大四合院拆迁改建后分到的回迁
房，所得1080万元全部纳入迦陵基
金。自此，叶嘉莹先生将毕生积蓄全
部献给了南开，奉献给了中华古典
诗词。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00后喜欢的7000万册畅销书《查理九世》拍成电影了

原作者雷欧幻像：
电影中的“查理九世”勇敢暖萌

94岁叶嘉莹将
全部积蓄捐给南开大学
捐款用于设立“迦陵基金”已完成初期捐赠1857万元

电商“火拼”忙
物流竞争进入分钟级配送时代

618检验零售基础设施建设 三大亮点引爆年中大促
今年的618期间，苏宁易购线

上店蓄势待发，而且还有5000家线
下门店参与到这场大促中来，从生
鲜到超市，从精品店到广场，你想
买的，都有对应的线下店满足你的
需求。

比如针对零售圈最后一公里的
问题，苏宁推出了主打社区生鲜的
苏宁小店。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找到
日常所需的各类生活物品，还可以
买到新鲜的水果蔬菜，享受家政服
务、物流配送等各类便民服务。下班
后顺手就能在苏宁小店内找到想要
的食材，也可以随时在家里用app下
单享受3公里范围内最快半小时急
速配送的服务。截止到5月31日，苏
宁小店已经在全国48座城市开设
500家分店，成为了将618年中大促
带入上万社区的重要功臣。

除了把便利带给城里人外，苏
宁还打造了下沉农村的直营店与赋
能商户的零售云加盟店，为偏远农
村乡镇的消费者带去优质的商品和
服务。近3000家苏宁易购县镇店，以
正品行货的质量保证与全面的服务
体系，将618年中大促的狂欢带到了
农村市场。

除此之外，还有专注于母婴的
红孩子店，主打生鲜超市的苏鲜生，
模式超前的苏宁汽车超市……都将
作为5000家线下门店的一分子参与
到这次618之中。据6月1日当晚苏宁
易购官方发布的战报来看，5月31日
20点——6月1日20点期间，苏宁易
购全渠道销售增长高达163%，首次
参战618的苏宁小店也完成了10000
单生鲜快消（1小时达）订单。

在服务方面，苏宁制定了一套
服务“基本法”：30365+46项服务+
双线7天无理由退换货，即30天包
退、365天包换，46项服务则涵盖了
购物、O2O服务、配送、售后、客服、
退换货、绿色共享等七大环节，全方
位服务消费者，消除后顾之忧。此
外，618年中大促期间，苏宁将在成
都春熙路举行“在场上 过足瘾”落
地活动，倡导“亲历才过瘾”的消费
理念，邀请并鼓励消费者实际参与
体验产品，让消费者“看得见，摸得
着”，放心消费。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苏宁618首日销售
增长163%
5000家线下门店
优势凸显

从上周起，
618大促已经火
热开启，这场年中
大促从京东的独
角戏变身天猫、京
东、苏宁的“三国
杀”。而作为社会
共同参与的一场
购物狂欢，618已
然成为一次零售
基础设施建设成
果的大阅兵。今年
618各大零售企
业火拼黑科技和
物流，成都商报记
者总结了三大亮
点：电商开始牵手
“老字号”诞生了
六神Rio鸡尾酒这
样的新物种，各大
企业黑科技无人
军团也是轮番亮
相，逐步落地。此
外物流环节竞争
进入白热化和分
钟级配送时代。

导演王竞（右）与小演员刘思慎（左）

电子商务中心主任曹磊在接
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电
商造节有着各自的主场，年中大
促主场作战的京东，可以说在很
长的时间内都在唱独角戏，时至
今日从各方的动作来看，年中大
促已经变成零售巨头角力的“三
国杀”战场，在这场战争中，各方
的目的也不尽相同。

“今年618是京东提出无界零
售解决方案之后的第一年，京东
除了一些自营大促，常规的促销
打折活动以外，包括京东金融、京
东物流在内更多地体现在开放赋
能上，更多的是让商家能够更好
地一起成长受益。”比如通过输出
物流技术、运营标准，向商家和合
作伙伴赋能的京东云仓。

此外，天猫、苏宁利用阿里大
生态整体的体量优势，积极主动全
面参与声势浩大，跨境电商、奢侈品
电商也在纷纷参与，线下商超也开
始打折优惠。618作为年中大促正在
变得和双11一样成为购物狂欢节。

天猫平台营运事业部总经理
家洛不久前曾表示，“今年是双11
的十周年，因此会做巨大的不同，
618会做第一步的演练。”看来，天猫
是在将年中大促当做一个练兵场，
为双11十周年而厉兵秣马。对于苏
宁易购来说，练兵的目的当然也会
有，毕竟相对于双11，818主场的发
烧节也近在眼前，历次年中大促都
可以说是一次绝好的练兵机会。

曹磊看来，目前零售业已经进
入下半场，除了拼价格、拼服务之
外，更多的是拼科技、拼效率，包括
内容电商、社交电商这块新的引
流，看谁的内容好，看谁的金融服
务更好。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新零售比拼进入下半场
科技效率引流是关键

专家专家
观点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