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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虎皮猫斑斑昨晚又撕心裂肺地叫，

害得全家一宿没睡好。是不是上次买的
小鱼干它吃完了？老公在迷糊中说了句

“昨天我翻柜子的时候就没了”。
十年前养斑斑妈妈的时候可没这

么讲究，菜市场买一点牛肝，切碎拌饭它
就吃得欢天喜地。淘宝天猫这十年来，越
来越方便智能，猫咪升级饮食也是应该。

等不了隔几天才送货到家，还躺在
被窝的我点开天猫超市，三袋进口小鱼
干，两袋高级猫砂……确认订单。平均40
分钟小鱼干就会送来，肉疼一阵想到猫主
子为家里带来的生气，又是愉悦的。

7：30
老公继续努力睡着，用天猫精灵设

定的闹钟还没响，但我得起来洗漱稍微
收拾下了。我可不想让蜂鸟配送的小哥
看到自己邋里邋遢的一面，尽管经常送
货上门我们已经打了无数照面。

昨晚在盒马逛吃买了全家人最爱
的全麦面包和日日鲜牛奶，直接微波
炉里加热，妥妥的。自从2008年咬牙买
了这套西二环的四居室，周围日渐成
熟，盒马鲜生入驻，顿时升级“盒区
房”，米油还有海鲜、蔬菜都直接APP
上下单，堪称“我家的大冰箱”。

隔壁邻居赵姐昨天就特地提醒我，
双11期间盒马的香蕉、桂圆都超便宜，定
点还有扫码互动抽红包，还可以累积双
11合伙人能量值最后天猫上使用。

据说，刷脸服务和天猫智能母婴
室也快到我们小区附近了……让人越
来越觉得住在新零售小区真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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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在上海开幕。当天下午的贸易与投资
平行论坛上，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CEO雷军表示，小米已经进入82个海外
市场，国际贸易对当地经济、当地制造
业和投资环境都有极大帮助，小米通过
厚道的价格帮助了当地消费者。

雷军表示，小米成立于8年前，是
一家年轻的公司。4年前，小米开始了
全球化发展，截至今年第二季度，小米
国际业务增长150%，已经进入了82个
海外市场，在25个市场成为行业前五。

“小米的理念是把优质的产品以厚道
的价钱带给当地的消费者，同时我们
也会在当地培养当地的团队。比如，我
们在印尼95%的产品是当地制造，再
比如在印度和印尼甚至投资了几十家
创业公司，以完善移动互联网产业的
发展。”雷军说。

前不久，雷军在微博上宣布，10月
26日晚上11点23分钟，小米手机今年出
货量正式突破一亿台，提前完成全年任
务。雷军表示，这是小米发展史上意义
重大的里程碑，同时也是小米多年来在
创新、品质方面持续努力提升的成果。

来自Counterpoint数据显示，
小米目前持续全球第四大手机厂
商的优势，前三名分别是三星、华
为和苹果。报告指出，第三季度全
球手机行业整体同比下滑3%。这
已是全球手机行业连续第三个季
度下滑。Counterpoint副总监Ta-
run Pathak认为，全球手机行业下
滑可归因于中国、美国和西欧等
发达市场的需求疲软，这些市场
几乎占全球智能手机销量的一
半。报告称，尽管三星继续领跑智
能手机市场，但出货量已经连续
第四个季度下滑，反观中国品牌

继续保持增长轨迹，在中国以外
的市场表现强劲。小米和华为的
表现最为亮眼。

数据显示，在全球手机业排名
前六的厂商中，仅有小米和华为达
到了两位数的高增长。三星出货量
仍是全球第一，但同比下滑达13%；
苹果出货量同比增长接近于零。中
国手机品牌中，小米增长25%，OP-
PO、vivo分别同比增长4%和7%。

与此同时，国内调研机构第一
手机研究院日前发布了《2018年9月
欧洲畅销手机市场分析报告》，
2018年9月欧洲手机市场销量超

1800万台。其中，小米旗下红米
Note5机型销量第一，紧随其后的
是华为P20Lite。此外，在新兴市场
如印度，中国品牌也占据了优势。
Counterpoint最新数据显示，小米以
27%的市场份额稳居印度手机市场
三季度出货量第一，连续5个季度
印度市场第一。

报告同时指出，尽管苹果出货
量 与 往 年 持 平 ，但 收 入 增 长 了
29％，这是由于苹果提高了平均售
价。报告称，通过提供AI、双摄像
头，全面屏和更高内存配置等，智
能手机正在巧妙地提高平均售价。

10月25日，全球首款全面屏手
机小米MIX发布两周年之际，小米
MIX3在故宫发布，带来了全新的极
致全面屏手机。其拍照评分名列全
球前三，其他指标也同样抢眼。据
悉，日前小米MIX3手机已经在各大
平面正式销售，场面火爆。

首先，作为全球首款磁力滑盖
全面屏手机，小米MIX 3的屏占比
高达93.4%，其磁动力滑轨采用被称
为“磁王”的钕铁硼永磁铁，滑盖寿
命可达30万次，远远高于普通弹簧
滑盖手机的10万次。不仅如此，小米
MIX 3可以像经典滑盖手机一样滑
动接听来电，还可在滑动时调出工
具抽屉，内含常用系统功能快捷入
口，也可自定义呼出任意APP，滑动
屏幕即可随时跳转。玩游戏时，滑屏
操作还能启动游戏助手，实现一键
截图、录屏、屏蔽消息提醒等功能，
还可悬浮显示微信等聊天工具，游
戏中也可以同时回复消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米MIX
3在全球权威网站DxOMark的评测
中取得了拍照108、总分103的好成
绩，位居全球前三。小米MIX 3用AI
智能测光、多重长曝光、硬件多维多
帧降噪、四轴光学防抖以及AI防抖
自动校准等8项黑科技打造了手持
超级夜景功能，按下快门即可完美

定格夜色，极大提升夜晚拍照的成
片率。960帧慢动作摄影高速拍摄可
方便展现唯美震撼的瞬间。搭配的
AI智能配乐功能可自动分析视频
拍摄内容并智能匹配背景音乐及音
效，生成的短视频格式可一键分享
至微信朋友圈等处。

继小米MIX被三大国际知名博
物馆收藏，小米MIX 2S翡翠色版本
开启陶瓷手机彩色时代之后，小米
MIX 3延续艺术方面的优良传统，
从故宫博物院的诸多馆藏国宝得到
启发，打造了全新的宝石蓝配色。宝
石蓝，又称“霁蓝”，在传统陶瓷工艺
中，宝石蓝釉因其工艺复杂程度被
奉为上品，又被称为国宝之色。小米
MIX 3还与故宫博物院深度合作，
打造独一无二的特别版礼盒。小米
MIX 3故宫特别版手机在宝石蓝版
本基础上背部添加精致的“中国独
角兽”獬豸纹样。

小米MIX 3新增的独立AI按键
让用户在不方便的时候无需喊出小
爱同学的名字，就能直接启用AI功
能。小爱同学新增的智能调音特性
可自动根据用户声音大小调整音
量，方便安静或嘈杂环境的使用，新
增七种方言识别也进一步提高了小
爱同学的易用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庞健

三季度全球手机盘点：
小米逆势增长 提前完成亿台目标

刚刚过去的三季度，在全球手机
行业整体下滑3%的一片萧瑟之中，
国际市场调研机构Counterpoint最
新发布的2018年第三季度手机市场
报告，却让中国手机厂商为之振奋。报
告显示，小米连续三个季度位居全球
手机行业第四，今年三季度相比去年
同期实现25%增长。相比之下，三星、
苹果同比去年分别处于下滑和停滞不
前的状态。

此前，业内对小米的高增长早有
预期。日前，小米宣布10月26日小米
手机出货量正式突破了1亿台，提前两
个月完成了2018年全年目标。此外，
小米高端旗舰成为了新的增长点，10
月6日小米官方宣布，小米8系列在发
布4个月后出货量突破了600万台。小
米MIX3自日前正式销售以来在各大
平台销势火爆。

今年出货量提前破亿

雷军：小米已进入82个海外市场

全球布局出货创新高

小米逆势增长

拍照排名全球前三

小米MIX3正式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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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老板像之前的周末一样，又打来电话召集

大家处理一件紧迫的案子。放下筷子，补了个
口红，老公已经帮我叫好车，我习惯性地打
开高德地图查看实时路况。从二环到天府
五街，一看道路堵车严重线路发红，就赶紧
让师傅换另一条绿色线路。

赶到办公室，老板都还没到。要是换作以
前，我只能傻傻地一直等什么时候通畅，司机
和我再怎么着急也没用，不知因此错过多少签
单的机会。

悠闲地掏出手机，问过几位同事想要的口

味，我在饿了么上帮大家点了星巴克的外卖，现在
不来杯这东西，今天可真的没有任何精神开会。

17：00
甲方很满意刚刚脑洞出来的创意，交

给执行部门后，办公室姐妹相约顺便去逛
逛办公室附近的银泰。

姐妹们早就在饭间讨论过，今年阿里为成
都定制的天猫双11新零售玩法攻略中，银泰和
太古里、IFS、万象城等等一样，也是其中一个
能参与这个狂欢的商圈。优惠券和优享金加起
来，每个人的账号上都有不少。

老公难得良心发现，特地开车带女儿来接
我回家。以前总觉得实体商场和网店会老死不
相往来，优惠福利，我家附近的凯德广场也有，
告别小姐妹，回去依旧可以边逛边摇，顺便把
这些商圈权益都用掉。给自己买个包，给女儿
买双鞋，老公嘛，就一根领带好了。

19：30
拎着大包小包，回家路过菜鸟驿站的时候

才想起昨天到的包裹还没领走。
寄到公司再拿回家不方便，寄到家里又不

确定送来的时候有没有人收货。尤其是我大学
刚注册淘宝，秒杀才兴起的时候，睫毛膏爽肤
水，一天就要下单好几个包裹。送来时间都不统
一，上午十点到一个，下午三点另一家快递又来
一个，全都是上课时间，这种尴尬更加明显。

现在，送菜鸟驿站最省事。翻出取件码进
去领走，原来是给女儿买的一套童话书到了，
她已经迫不及待要拆开边走边翻看。

20：30
刚进家门，上午买的书桌已经送来并在我爸

的监督下安装好，女儿嘚瑟地坐上去翻看新书。
我和她爸顺手又在淘票票上定了两张电影票。

我家附近有两三家影院，看场次以及还剩
下座位的情况，这回我们特地选了离家稍远的
那家，时间正合适。十年前我和老公谈恋爱那
阵，常去的都还是县电影院，后来去过一阵春
熙路的太平洋。

现在可好了，银幕增加，影院密集。办了阿

里88VIP，代金券简直用不完，打开淘票票滑两
下就能快速决定看哪部电影。看完《滴答屋》，
还是更加期待年末毕赣的《地球最后的夜晚》。

22：30
电影播完才看到我妈发来信息，家里的膏

药用完，让带两盒回去，顺便再买两瓶白酒回
来，明儿她和我爸要去看一位远方亲戚。思来
想去，家里没喝的那两瓶陈酿了多年，还是有
点舍不得送出去。

快到凌晨，大多数药店已经关门，赶紧在
阿里健康的新零售药房下单了两盒。24小时在
线，24分钟送达，着实比我俩再去找此刻哪些
药店还在营业方便快捷多了。

至于酒，老公帮着翻出天猫“马上喝”服
务，1919线下门店与天猫的系统打通，在门店
两公里内完成全配送覆盖，下单后19分钟之内
就能极速送达，也很方便。

23：00
到家洗漱完，我和老公躺在床上，按惯例

各自玩着手机看买点啥。“老公，你看，飞猪上
亚航飞马来西亚的机票在打折，等女儿放寒假
我们一家可以去。”

“才去了新加坡回来没多久……你喜欢
就买吧……还真的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想当
初，十年前我妈我爸去欧洲，跑了好几家旅
行社，四处比较，最后还是没耍安逸……哪
像现在，一天之内，淘宝天猫就可以搞定几
乎所有的事情。”

给斑斑的猫粮是单独在小区附近另一
家超市买的，只有她家有我家猫咪爱吃的牌
子。现在成了天猫小店，店招换成了猫头。

店主徐大姐前阵子跟我聊天说，十几
年前刚开店的时候，只想做点小买卖，她从
来没想到自己也会和互联网发生这么密切
的关系，成为他们生态的一部分。

“尤其买点米油这些重的东西，懒得扛回
去直接用手机下单，马上就给你送来了。要是
领到券还能有优惠。”

十年前，除非是大宗的批发客户，商
店几乎很少有外送服务。早年我下班穿着
高跟鞋，还要再拎袋米回去的窘迫又浮现
在眼前，幸好当年年轻，这下是彻底不受
累了。

我妈我爸出门晨练还没回来。哄醒女儿，喊醒老公，周
一就说好的，最近无论如何也要给她单独买套书桌书柜。

七八年前在城北某家具市场买的书桌被她嫌弃太旧
了，女儿才不管那张桌子买得有多不容易。第一次去没看
到钟意的，下个周末还得起大早跑一趟城南的家具市场，
全都在三环外，起码跑了三四个市场才选中，特麻烦。

现在好了，小区隔壁那条街上就有一家居然之家，规
模够大东西也好。刚到店，门口的海报就提醒着这里已经
完成新零售数字化改造，“线上线下权益互通”。很快选定
一套浅灰色实木书桌凳子，以及同系列书柜，一家三口都
很满意。

付钱的时候，服务员还贴心地提醒我们手机天猫和居
然之家联合在做“双11”活动，优惠巨大，居然省了1000大
洋。居家过日子谁不需要省着花钱呢，把买书桌书柜省出
来的钱，再添一点点，又可以为女儿报一个围棋班了。

午饭不想动手在家做，吃外卖还是直接走两步
到盒马鲜生来一顿海鲜大餐，这是一个问题。“前天
盒马送来的海鲜都还没有吃完。”老公马上补充。

上周加班回来太晚，我们在饿了么上点的那家
外卖味道不错。“要不又点？几十分钟就送来了。”女
儿嘟囔起嘴满脸不高兴，“又是外卖，今天可是周末，
吃顿肉多味道辣的吧。”

“我们坐两个站的地铁去吃火锅？现在就在口碑上
点餐排位，到了应该差不多。”“小龙坎那么火，可别到
现场又要人工取号排队。”“你以为是十年前？现在口碑
上就可以提前预约点餐，可灵活了。”

支付宝扫码买了三张地铁票，5块1毛，之前领的红
包抵扣掉9毛，感觉比刷卡的九折还划算。等地铁的时
候，顺手又用支付宝帮父母交了水电气费，几年前他们
只能走街串巷找网点缴费，每次都浪费不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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