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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会员卡
有效期：办理即日起1年
办卡方式：曾在买够网线下

特卖会或者买够网生活馆有过消
费的市民，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
即可免费办理。

会员权益：1、可享受不定期
推出的会员专享特价或买赠商品
优惠；2、可以优先免费试用、试吃
买够网最新产品；3、会员一次性
消费满10元即可获得1个积分，
累积一定积分可以兑换精美礼
品。

尊享会员卡
有效期：长期有效
办卡方式：开卡后需在卡内

充值，根据不同充值档次享受不
同赠品。充值200元：送四川景区
联票2017版1套；充值500元：送

四川景区联票 2017
版 3 套 ；充值 1000
元：送四川景区联票
2017 版 6 套+盘锦新
米一袋（20 斤）；充值
3000元：送四川景区
联票 2017 版 6 套+祥
侬鸡蛋季卡一份；充
值5000元：送四川景
区联票 2017 版 6 套+
泰国ventry乳胶枕一
对；充值10000元：送四川景区联
票2017版6套+精品鹅绒被一床。

会员权益：1、享受普通卡所
有的权益；2、会员可凭卡内余额
购买生活馆内的任意产品；3、会
员每年至少享受1次买够网新鲜
水果免费尝鲜（价值50元）；4、办
理会员后，可到生活馆免费体检

一次；5、可以免费参加商报以及
买够网组织的健康养生讲座、义
诊等活动1次。

会员卡办理咨询热线：
028-86626666。

买够网生活馆地址：金牛区
花牌坊街 185 号（省档案馆隔
壁），可以免费停车。

优惠不止双十一，只要您加入
成都商报买够网生活馆超级会员
计划，随时都能享受到折扣到爆的
会员价！此外，您还有机会获得一项
超级会员福利——2017 年四川景
区周末游，买够网给您“全包”了！

前日，买够网线下旗舰店将推
出超级会员计划的消息发布后，引
起了众多市民的关注，纷纷致电买
够网热线86626666咨询办理事宜。

“这是买够网在年底之际回馈市民
的一场福利活动，办了会员卡再到
生活馆消费更划算！”买够网生活
馆店长高伟表示，首批会员卡限量
500 张，周五起在生活馆现场办
理，前100名成功开卡者可获得盘
锦大米体验装一份（250克）！

重磅福利
办会员卡送好礼

“买够网生活馆推出的会员卡

不仅是用来积分换好礼的，还可享
受多种会员服务，比如优先试用、
试吃买够网推出的新品，免费参加
成都商报或是买够网举行的义诊、
养生等讲座。”昨日，高伟针对市民
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回复。他
说，买够网生活馆精选推出的各类
原产地好货，都是厂家或是产品总
代理商直接供货的，少了许多中间
环节，价格都很实惠。在此基础上，
买够网为了回馈粉丝支持，会不定
期选择部分商品推出会员超低折
扣价，届时，市民需凭会员卡才能
享受会员折扣价。

“超级会员计划是生活馆在年
底之际推出的重头活动，我们还为
现场充值的会员准备了多重好
礼。”据介绍，买够网生活馆的会员
卡分为两种，一种是 VIP 卡，买够
网的老顾客可以免费办理；一种是
尊享卡，办理时需要充值在卡内，
卡内余额可以购买生活馆内的任

意产品，而且还可获赠 2017 年四
川景区周末游联票和其他好礼。值
得一提的是，景区联票可以通耍52
个景区，每张价值 3634 元，可以
说，有了它，明年的周末游您完全
不用愁了！

暖冬特卖
鹅绒被低至980元

本周二起，蓉城开启降温模
式，气温陡降至几度。这样的大冷
天，家里不备床暖和舒适的被子怎
么能行呢？！本周末，买够网生活馆
继续为市民朋友带来暖冬特卖会，
主打产品之一就是热卖两年、用户
口碑爆棚的精品鹅绒被，四种规
格，特卖价低至980元/床。

此外，备受市民青睐的多个品
牌乳胶寝具也将加入暖冬特卖，乳
胶床垫低至1780元/床，乳胶枕头
低至200元/个！ （余兰）

天气一冷，各种煲汤的食材就
特别走俏。这不，买够网联合祥侬
青城山跑山鸡敞养基地推出的青
城山白果炖鸡套餐就十分热销。同
样受欢迎的，还有祥侬出品的鸡
蛋！年底之际，买够网再送福利
——只要您下单祥侬鸡蛋季卡或
年卡，都能获赠一份免费的青城山
白果炖鸡！

跑山鸡中的战斗鸡！

祥侬青城山跑山鸡敞养基地
位于一片陡峭的山坡上。周边都是
山林，跑山鸡们的活动范围很大，
有时还会“打架”！战斗力如此高，
可谓是“跑山鸡中的战斗鸡”！在山
林里，跑山鸡们吃的是绿色植物、
虫子，喝的是山泉水。正因为如此，

祥侬出品的跑山鸡质量和健康度
远高于室内养殖的鸡。

下单鸡蛋就送白果炖鸡

这样的好鸡，下的蛋自然更
加营养好吃。为回馈新老客户，买
够网年底之际特推出两种鸡蛋套
餐：季卡和年卡。套餐内包含三个
品种的鸡蛋：虫草鸡蛋、有机健康
蛋、青城山土鸡蛋。鸡蛋季卡继续
执行 198 元的优惠价，还送价值
128元白果炖鸡一只（需提前一天
预约亲自到基地品尝）；鸡蛋年卡
原价 798 元，现价 718 元，赠送价
值128元的白果炖鸡两只（一只配
送到家，一只需提前一天预约亲
自到基地品尝）。

（冯石龙）

译见赋能跨语言大数据渠道生态 上亿市场即将开启

2016 年 11 月 18 日，2016“赋能·
译见” 渠道招商大会在京圆满落幕。
来自全国近二十个领域的上百家企
业盛情赴会，共谋跨语言大数据未来
发展。 会上，中译语通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译语通”）详细
介绍了公司战略布局及解读跨语言
大数据平台“译见”的渠道政策，并展
示了 “译见 ”在新闻 、科技 、医疗 、工
业、农业等垂直领域解决方案及智能

搜索、 实时热点分析等先进服务
能力。会议现场，巨大的市场蛋糕
及高品质的产品平台吸引渠道商
踊跃签约， 现场签约金额达 3000
万。同时，许多渠道商和技术企业
纷纷表明了加盟合作的意向。

跨语言大数据价值亟待挖掘

大数据时代，全球多个国家都
在以国家战略开采数据价值，2015
年全球大数据总收入为 384 亿美
元，其中中国市场规模为 767亿人
民币。 《2015年中国大数据交易白
皮书》预测，到 2020年我国大数据
产业市场规模将至 8228 亿元，年
复合增速达到 48.5%。

但是，从市场需求角度看，目
前基于中文的大数据分析系统，
无法满足有关方面对全球信息实

时获取与分析的需求，大部分垂直领
域的跨语言大数据分析尚属蓝海市
场；从技术角度来看，受限于机器翻
译和大数据处理技术的过高门槛，研
究机构尚不具备全球大数据分析的
能力。

“译见 ”作为中译语通科技 （北
京）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5 月底率先发
布的全球跨语言大数据分析平台，将

让数据无国界语种之分，通过呈指数
增长的量级数据展示大数据产业中
强大的更多未被挖掘开采的价值。

通过“译见”开启跨语言大数据宝藏

毋庸置疑，跨语言大数据是全球
化经营战略中极其重要且必不可少
的一环。 “译见”跨语言大数据平台基
于大数据分析、机器翻译、机器学习、
语义搜索和深度神经网络等技术推
出， 已实现覆盖 65 种语言，100 余个
主要国家和地区，能够为各行各业提
供领先的全球行业资讯分析、企业分
析、产品分析、社会事件监测、行业调
研分析和重要决策支持等。

在本次大会上，中译语通副总裁
王丹颖整体分析了大数据全球市场，
并阐述了译见在其中的战略主导地
位；中译语通 CTO 程国艮，对译见的
研发体系及核心技术进行了整体介
绍。 除此之外，译见团队还分别从销
售、商务、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为渠道
商讲解了对应业务及支持政策。

未来，中译语通将在全国范围内
大力发展渠道代理商体系，快速引领
跨语言大数据产业发展，与合作伙伴
一起建设强大的跨语言大数据生态
圈。

跨语言大数据市场红利时代来临

为使全球更多企业都能享受到跨
语言大数据带来的创新价值， 中译语
通最大限度为渠道合作伙伴提供优惠
政策及服务支持。 所有有意加入中译
语通渠道阵营的合作伙伴， 将根据各
自特点， 经过科学的资质评定和培训
以后， 分别以金牌代理、 技术服务中
心、 战略合作伙伴三种类型代理译见
业务，并享受不同级别的返点政策。

同时， 为了保障广大合作伙伴的
利益， 中译语通将投入千万级资金为
合作伙伴提供营销推广、市场推广、技
术及售后等广泛支持。

会议现场，巨大的市场蛋糕及高
品质的产品平台吸引红麦聚信等七
家渠道商现场签约，现场签约金额高
达 3000 万。 同时，商智通等五家合作
伙伴确定签约意向，其它诸多渠道商
纷纷表明了合作意向。

自 7 月“译见”销售政策及解决方
案发布以来，此次大会为“译见”又一
次重磅亮相。未来，以构建多边共赢生
态平台为准则， 已完成 2.5 亿 B 轮融
资的中译语通，将持续打造创 新型跨
语言大数据生态圈， 为全球企业带来
商机。

今年股基回报赢战大盘 工银文体产业暂居前列
四季度已过半，市场回暖带动股基“翻转”，但整体

看，股基今年回报虽跑赢大盘，内部差距却颇大。 截至
11 月 15 日，今年来普通股票基金平均净值增长率为-
6.71%，同期上证综指、中小板指跌幅分别为-9.39%、-
16.95%。

同花顺 iFinD 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 15 日，今年来
纳入统计的 150 只普通股票基金中，仅 36 只取得正回
报，首尾回报相差 52.91 个百分点。 其中，工银文体产
业、 圆信永丰优加生活分别以 23.32%、21.65%的收益
率排名同类冠、亚军，且是普通股票基金中仅有的两只
收益超过 20%的产品。

工银文体产业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自成立
以来业绩持续靓丽，上半年该基金以 11.31%的收益率
排名主动股票基金第三名，三季度末晋升至第二，进入

11 月份，业绩继续攀升至第一。 具体到各个区间，一、
二季度上证指数下挫 15.12、2.47 个百分点的行情下，
工银文体产业分别实现 2.2%、8.91%的正回报，三季度
该基金又斩获 7.1%的业绩回报， 超越上证指数涨幅
4.54 个百分点。步入四季度以来继续稳步上扬，已获得
3.44%的回报。

今年来上证指数反复震荡， 工银文体产业凭借
强大的投研实力， 充分发挥对市场判断的主观能动
性， 在各个阶段均获得了超越大盘及业绩基准的回
报。

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不断出台政策，支持文化产
业的发展。 以工银文体产业为代表的公募基金及时抓
住了这一重要机遇， 为投资者分享文化产业的蛋糕开
启了一个新的窗口。

全球资金疯涌美国 美股 QDII基金一票难求
近期， 美国股市因经济复苏明朗再一次成为全球

资金的热土，而这也连带引起了挂钩美股市场的 QDII
基金因为业绩节节攀升而大受追捧。 Wind 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 11 月 18 日，国内市场上所有专注投资美国

股票市场的 QDII 基金中， 开放申购且无申购金额限
制的仅有 6 只基金，其中华宝兴业旗下的“美国消费”、
“华宝油气”就双双在列，成为基金市场上目前屈指可
数的，开放申购且无大额申购限制的美股 QDII 基金。

文体产业释放投资机会 相关公募产品受益明显
近年来，文体产业成为资本市场青睐的对象之一，

行业较强的盈利亦为投资者带来相对丰厚的回报，专
注于文体产业投资的公募基金获益明显 。 同花顺
iFInD 统计，截至 11 月 15 日，今年来工银文体产业获
得 23.32%的总回报，暂居纳入统计的 150 只普通股票

基金前列。 为让更多的投资者更好的享受到文体产业
红利， 工银瑞信官网公告， 将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0 日在直销渠道开展工银文体产业申
购费率优惠活动。

广告

今日起，市民可到买够网线下旗舰店办理会员卡
暖冬特卖同步开启，精品鹅绒被低至980元

乳胶枕头低至200元

加入买够网生活馆超级会员计划
2017年周末游我们给您搞定了

买够网生活馆会员卡 今起免费办理

买鸡蛋套餐 一只白果炖鸡随时等你免费来吃

褚橙
开始发货了

经过一年的等待，带着励志精
神的褚橙终于开始发货了！今年的
褚橙不仅升级了外包装，而且味道
比往年都还甜。这是因为，位于云
南哀牢山的褚橙庄园今年进行了
大规模修枝，舍弃小果、不好的果
子，只为让每一粒褚橙都得到充足
的阳光和水分。如果您想品尝正宗
的褚橙，可以扫二维码登录买够网
微信店下单。 （余兰）

褚橙L型优级装
规格：10斤

买够价：148元
褚橙XL型特级装

规格：10斤
买够价：168元

青城山白果炖鸡 128元
（鸡肉净重3斤以上，白果半斤）

鸡蛋季卡 198元
（90枚青城山土鸡蛋，每月配送一
次，送价值128元青城山白果炖鸡
一只）

鸡蛋年卡 718元
（365枚青城山土鸡蛋，每月配送一
次，送价值128元的青城山白果炖
鸡两只）

青城山
白果炖鸡

鸡蛋
季卡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