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何先锋 美编 冯成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为您服务
收费标准：100元 /行 /天，每行13个字

86511885� �86621326
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内右侧（成都地铁市二医院站E出口）
提 示 ： 本 专 栏 未 授 权 任 何 机 构 或 个 人 在 任 何 网 站 发 布 广 告 代 理 事 宜 。 欢 迎 客 户 在 ＱＱ 上 留 言 咨 询

声明公告
拍卖公告
生活资讯
商务信息

优
势
广
告
平
台

微信号：miumiu19890815� � � �QQ号：2413397691�颐合中鸿(成都)律师事务所 法律咨询热线:� 15528233388
特别提示：使用本栏目信息请核查相关法律法规依据及合法有效证件

南门分部：85158028� �QQ:563972797� � �玉林南路90号

声明·公告
●郫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
4月7日颁发的注册号为510124�
600462724的郫县瑞达利川冷冻
食品经营部营业执照副本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 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商业招租公告
现有我公司位于成都市高

新区天和路54号锦尚天华1栋
3层1号（603.88平方米）商业
物业进行招租，本次招租标的
物概况具体详见成都市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官方网站：
http://www.cdggzy.com
●成都太极商务宾馆已于2014�
年 4月 8日与周瑛 （身份证：
51010819******3627） 法定解
除劳动合同，特此声明。

●罗征兵残疾军人证遗失。 编号:
川军N040839声明作废。

房屋租售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招 商
●售养老办学场地13348937994
●医院转合作托管13981909958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2888★85147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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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博时代 洋码头“黑色星期五”数亿元重磅开启海淘盛典

心疼妈妈
他要发明一款防盗抢的挎包
20岁的曹天骄是广安市广安区人，

2016年考入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金融
系，原本学文科的他，上了大学后，就开始
想着搞设计，而学校创新的氛围，更是坚
定了他要发明一款防盗抢挎包的想法。

曹天骄回忆，小时候，他多次发现
妈妈外出时，挎包内的钱包被盗，甚至
一次还被抢过。他介绍，一次妈妈在银
行取钱时，被小偷盯上了，当小偷从挎
包里偷完钱后，被她妈妈发现了，结果
她奋力追赶，当追上小偷时，对方将钱
撒了一地，然后再次跑开。

在曹天骄的记忆中，还有一次印象
也非常深刻。当时他妈妈在菜市场买菜，
结果付钱时发现挎包内的钱包被盗，卖
菜的人告知是刚刚一名吸毒人员偷去
了。他妈妈没有丝毫犹豫，再次追赶，但
最终无功而返。

“那时我还小，只有不到10岁，因为
家里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宽裕，妈妈钱包
被偷后，急切想找回钱的样子，我至今忘
不了。”曹天骄说。

构思巧妙
可报警可追踪，还获得国家专利

想想很容易，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是
异常困难。曹天骄介绍，最难的是画图
纸，因为没有基本功，他前后共画了500
多张。

“首先脑海中有一个构思，就是挎
包被偷了会报警，那时我就到图书馆查
资料，看一些发明节目，经过几个月的
思考，想到了将门窗报警器加装在挎包
上。”曹天骄说。报警器加装成功后，只
要一打开挎包，就会听到刺耳的报警
声。如果小偷不打开挎包，只是用刀片
划开挎包怎么办呢？为此，曹天骄决定

在挎包上安装一层钢丝，防止刀划。
防盗问题解决了，曹天骄接下来要

解决的是防抢。他想着在挎包里安装一
个小型密码盒，密码盒不仅可以放置贵
重物品，也可以设置GPS定位，如果挎包
被抢，小偷不能第一时间拿出密码盒里
面的贵重物品，妈妈也可以通过GPS 定
位，报警进行寻找。

“经过两年时间的构思和设计，现在
这些想法都成功设置在了挎包里，不过
只是初步的设计，挎包还比较简陋，需要
进一步优化，让挎包更加美观。”曹天骄
说，他的这个防盗抢挎包还申请了国家
专利，并于近日收到了专利证书。

当成宝贝
妈妈外出都要带上，儿子称还要改进

今年暑假，曹天骄将自己发明的挎
包带回了家，从此他妈妈张惠就将挎包

留在身边，外出都要带上，当成了宝贝。
记者发现，当张惠背着挎包，旁边的人用
手打开挎包时，刺耳的报警声就会响起。
而在挎包内，不仅有一个小型的密码盒，
还有一个类似音响的小型扩音器。

“包的肩带上有警报开关，自己把开
关关了，打开包就不会发出报警声。如果
其他人打开包，它就会及时发出警报
声。”曹天骄说，因为母亲长期在闹市做
小生意，挎包的肩带上还设计了小喇叭，
并且有免提功能，可以直接接听电话。

虽然获得了国家专利，但是曹天
骄并不满足，他称挎包还需要继续改
进。肩带上的小喇叭是有线的，有碍
美观，他现在正在思考将其设计成无
线的。“还有密码盒里的 GPS，我想再
增加录音录像功能，当挎包被抢后，
里面的设备可以录下嫌疑人的声音
和图像。”曹天骄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摄影报道

广安人张惠这段时间很高兴，外出都要挎一个
包，这个挎包看似很普通，但在张惠眼中，这个挎包就
是她的宝贝，因为这是她上大三的儿子曹天骄专门为
她设计发明的。

13日，在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内，曹天骄介绍，
以前妈妈外出时，挎包内的钱包被偷了多次，上大学
有了条件后，他就开始思考设计一款防盗抢的挎包，
经过努力，他设计的挎包在打开时可以报警，如果被
抢还可以利用定位系统追踪。这款挎包，曹天骄也已
成功申请国家专利，并于近日收到了专利证书。

昨日，国内领先的海外购物平台洋码头宣
布，将于 11 月 16 日零时正式启动 2018 年“黑
色星期五”。自2014年以来，洋码头“黑色星期
五”狂欢节已是第五届。

刚刚结束的中国首届进博会上，随着国家
进一步扩大开放，鼓励进口政策的提出，国内
电商平台向全球供应商开出了超级订单。随之
而来的2018年“黑色星期五”，便是后进博时
代，国家政策的最有利落地。

洋码头创始人兼CEO曾碧波表示，消费
升级步伐的加速，使数亿网购人群将海外购物
变成一种习惯，并且对多元化商品和个性化服
务的要求越来越高。洋码头的使命是引领中国
消费全球化，以用户服务和体验为目标。一年
一度的“黑色星期五”，正是承载中国消费全球
化的最好舞台。

数万款爆款清单泄漏，
黑五大战打响

今年以来，我国已多次出台降低进口关

税、扩大开放的利好政策，刚刚落幕的进博会
再次提出扩大开放鼓励进口，无疑给洋码头
2018年“黑色星期五”注入一剂强心针。

昨日一份“11.16洋码头黑五爆款清单！”
在朋友圈里广泛传播。紧接着，数万款“黑色星
期五”爆款在洋码头“全球黑五集市”发布。在
北美馆里，有来自第五大道、Macy’s百货等奢
侈品类和北美奥莱轻奢低折扣集中地，更有
Costco 等亲民生活类和 SEPHORA 彩妆集中
地；欧洲馆里的巴黎老佛爷、英国比斯特，亚洲
馆里的乐天免税店、澳新馆里的亲子牧场、
UGG等特色馆，每个馆里均有数万款当地低
折扣、应季、潮流的好物。

海量丰富热销商品的背后，源于洋码头及
平台上的6万多名买手商家团队为“黑色星期
五”所做的充分准备。2018 年“黑色星期五”，
洋码头买手们火力全开，早已提前数月开启疯
狂囤货模式，打通各大品牌VIP和稳定供应商
渠道，为消费者准备了超过100万件商品，覆
盖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
韩国等 83 个国家，包含服饰、鞋子、包包、美

妆、母婴、保健等400多个品类，预计规模将是
去年的十倍以上。洋码头 2018“黑色星期五”
将带领国人亲身感受最刺激、最真实的黑五购
物血拼现场。

社群裂变玩法成营销新利器

一份《微信2018影响力报告》显示，由微
信驱动的信息消费总额达2097亿人民币，微
信带动了3339亿元人民币的传统消费。洋码
头2018年“黑色星期五”抓住这一营销热点，
推出基于微信生态的社群裂变新玩法——“海
淘好物拼团”、“砍价0元拿”。日本化妆棉、韩
国吕洗发水拼团价只要 5.5 元，平时价格 125
元的Godiva巧克力，拼团价只要65元。在洋码
头用户群里，一位叫“happy9”的用户发起了乳
胶枕的团，这个只要2人的团瞬间就成团，就
能以 94 元的价格购买到原价 260 元的泰国
Royal latex乳胶枕。

据介绍，在洋码头2018年“黑色星期五”
预热期，通过社交电商裂变，用户关注度较平

时提高了10多倍。
只需要一个足够
吸引的诱因，就可
以带来意想不到
的裂变效果。

此外，“88件价值共20万元豪礼寻锦鲤”、
“10万元清空购物车”等社交玩法也让用户参
与感满满。用户可在洋码头官方微博参与寻锦
鲤活动，中奖锦鲤可获得洋码头选品师精心挑
选出的88件价值共计20万元的当下热门海外
商品。同时在洋码头 APP 可参加逛集市或邀
请好友集免单卡活动，每张免单卡都有机会清
空你的购物车，最高将免单10万元。

作为“黑五”的发起者，洋码头常规送福利
活动——进场即可领取 1116 元优惠券，同时
每天都能抽取5-9折优惠券，让所有用户百分
之百享受到黑五优惠福利。

假一赔十保障正品，
37度温暖关怀再升级

除海量优质低折扣商品外，中国消费者也
越来越重视正品保障、售后、物流等软实力。一
直以来，洋码头对商品假货零容忍，过去一年
里，洋码头多次修正买手入驻规则，提高买手入
驻门槛，不定期核查海外买手的信用
情况，加强买手准入机制审核，严审货
源渠道。而身处海外的买手也将接受
当地国家法律监管，从源头上保证消
费者购买到的商品100%为海外正品。

据了解，洋码头是平台类电商首
推“假一赔十”的企业。专家表示，正是

基于严格的买手审核以及货源端的强管理，洋
码头才有底气推出假一赔十，一定程度上也给
消费者吃下了购物保障的定心丸。

此外，洋码头今年升级 37℃温暖关怀计
划，开启了平台主动服务用户的先河。基于大
数据和人工的多种手段分析，洋管家将主动为
用户提供服务，让消费者畅享无忧；为保障“黑
色星期五”购物狂欢的极致体验，洋码头官方
物流贝海国际布局全球服务网络，目前已覆盖
15 大国际物流中心。在黑五之际再次提升清
关能力，加强运输过程中的时效。同时，洋码头
推出的“极速退”和“慢就赔”服务，解决了海淘
用户长久以来的退货难和收货慢的问题。

“2018 年是消费和服务双升级的一年。”
在曾碧波看来，在国家大力扩大开放政策下，
乘着“黑色星期五”的东风，洋码头将全球海量
优质商品及品质生活同步到中国的同时，也将
自身服务再提升一个台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沛

曹天骄展示
专利证书

张惠背着儿子为她设计的挎包

大三学生为妈妈发明防盗抢挎包
会报警还能通过GPS定位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