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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消费

百度Q1营收同比增幅达31.2%
■资讯

本报讯 王娟 4月26日，韩
亚航空在中国山西省南高洪口
村开展了“母亲水窖——爱心捐
水”活动，旨在缓解该地区的缺
水困扰。据了解，“母亲水窖”是
一项集中供水工程，旨在通过向
地处干旱带的中国西部缺水地
区捐修水窖，帮助当地居民摆脱
因缺水和绿化率低而带来的贫
困和落后。南高洪口村近期因
泉水和山水穷尽而面临着严重
的饮水困难。大部分村民要长
途跋涉才能勉强取水。为此，韩
亚航空在村庄附近共修建了5
个容量为2400 升的蓄水池，铺

设了总长为 2500 米的给水管
道，并配备了饮水台，帮助村民
解决饮水短缺难题。

韩亚航空中国地区总裁安
秉奭称：“本次的慈善项目有望
惠及 500 户 1000 多村民，帮助
他们摆脱饮水困难问题。希望
韩亚航空的‘爱心捐水’项目能
够改善中国缺水地区居民的生
活环境。”据悉，韩亚航空目前共
计运营32条中韩航线，并在中
国开展多样化的社会公益活动，
包括：与中国通航地区学校结缘
的“美丽教室”项目、希望工程教
育基金捐赠、灾区紧急救援等。

青年报 王霞

本报讯 近日，挖财旗下挖
财社区宣布，计划将从今年开
始，着力把线上线下活动结合
起来，全面升级成为“挖财公开
课”，同时成立理财新媒体联
盟，以“伙伴式财商提升计划”，
促进民众整体财商的提高。

挖财董事长兼CEO李治国

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人
口结构中，“依旧缺少一个数量
庞大且成熟理性的财富人群。”

且移动互联网时代，交流、
分享、互动才是传播和学习的
核心，“轻松的交流模式更易促
进民众财商的提升，”挖财社区
负责人徐苑表示。

据悉，该项目预计覆盖
1000万用户，将从线上课程制

作、学员招募、授课作业，延伸
到线下授课、学员聚会等，建立
完整的财商传播体系，并将组
织多场‘财商训练营’活动，形
成师生共同发展、合作双赢的
高效课堂。

与此同时，挖财社区还将与
挖财旗下记账、管钱、理财、信用
业务一起，锻炼用户的实操经
验，让理财经验更易被学习。

“理想的开局”
据财报数据显示，第一季

度，百度来自移动营收的占比
持续上升至 60%，运营利润为
22.11亿元，同比增长2.6%，其
中，来自网络营销的收入为
149.31亿元，同比增长19.3%。
整体业绩“符合华尔街预期”。

“我们在2016年迎来了一
个理想的开局。在‘连接人与
信息’到‘连接人与服务’的愿
景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为客户
提供了完善的综合解决方案。”
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
宏表示。

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3
月，百度移动搜索月活跃用户
数已达到6.63亿，同比增长9%；
百度地图移动端月活跃用户数
达到3.21亿，同比增长19%。

得益于对搜索、百度糯米、
百度地图产品和服务的深度整
合，在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由百
度糯米、百度外卖、百度钱包等
共同构成的百度电商化交易总
额（GMV）攀升至160亿元，同比
增长268%。

“通过3大服务入口形成合
力，百度不仅在前端为商户和
用户搭建起完善的交易平台，
同时将线上巨大的本地生活服
务流量高效转换为线下实体店
消费，形成了面向本地商户的
一体化解决方案，”一位业内人
士点评道。

同时，本地直通车服务以较
低的启动成本为商户精准匹配
消费者，使得百度成为中小商户
的最佳合作平台，也进一步增强
了百度的移动变现能力。

“我们非常高兴能在第一
季度取得亮眼业绩，”百度首席
财务官李昕晢表示，“百度在线
营销和服务交易的集成平台继
续展现出明显优势与强劲势
头，我们期待用行动进一步实
现我们的愿景。”

“新业务进展显著”
鉴于本地生活服务带来的

广泛移动消费场景，百度金融
等业务也因此衍生出大量新商
机。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至今
年3月底，本地直通车商户超过
20万家，覆盖零售、教育、房产
等多个行业，前景广阔。

据一季度财报显示，百度
新业务进展显著。

以百度金融为例，截至
2016 年 3 月末，百度钱包激活
账户数达到6500万，同比增长
152%；基于流量平台、线上商
家、数据和技术能力，百度与
核心教育机构全面开展教育
信贷合作，推进消费金融持续
落地。

技术领域，百度继续在人工
智能尤其是深度学习技术上坚
定投入，并将技术成果加快应用
到产品当中。目前，百度大脑为
全线产品提供支持、优化体验，
包括相关度和点击率更高的搜
索结果、更快的外卖递送、更自
然的语音合成技术等。

与此同时，以深度学习技
术为基础的无人驾驶汽车本季
度实现重大突破，位于中国和
硅谷的百度研发中心联合展开
研发，成果全面覆盖了智能感
知与控制、智能检测与定位、高
精地图等核心技术领域。预计
由百度提供技术支持的自动驾
驶汽车将在2018年前进入商用

阶段，并在2020年进行大规模
生产。

财报中，百度对2016年第
二季度的业绩进行了展望：预
计2016年第二季度，百度营收
总额将会介于201.10亿元（约
合31.19亿美元）到205.80亿元
（约合31.92亿美元）之间，同比
增长21.3%到24.2%。移除去哪
儿影响，预计同比增长在28.1%
到31.1%。

不过，该展望只“代表基于
当前情况的初步预测，不排除
今后有调整的可能”。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在加
快推动“连接人和服务”的道路
上，百度积极探索在线营销与
服务交易一体化，开创了具有
百度特色的O2O模式，展现出其
独特价值和难以复制的竞争优
势。而百度领先的人工智能技
术也正在充分发挥驱动作用，
为百度业务提效和业务创新，
把握“无人驾驶汽车”等产业风
口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日，百度还借机宣布了
一项董事会人员变动。原董事
会成员、审计委员会主席Wil-
liam Decker 因退休退出董事
会，由Brent Callinicos接任该
职位。Brent Callinicos 曾任
Uber CFO，2015年10月起成为
百度董事会独立董事。

近日，据百度公布的第一季度未经审计财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3月
31日，本季度百度总营收为158.21亿元，移除去哪儿影响，实际同比增长达
31.2%。

“我们在2016年迎来了一个理想的开局，”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
彦宏表示，“2016年，我们将继续打造搜索、地图和糯米3者协同的平台，并
积极探索由成功的核心业务所开启的各项新机会。” 青年报 王霞

韩亚航空为缺水地区修水窖

挖财升级公开课 助用户“致富”
本报讯 王霞 繁忙的工作

生活，应接不暇的都市节奏，让
“家”这个曾经平常的具象所在
化为一种有温度的心之归宿。
近日，由 LAVIE HOME 举办的首
度跨界合作作品展“遇见艺术
遇见大师 遇见家”在沪举行。
其中，由芬兰设计师器皿品牌
Iittala 与 日 本 服 装 设 计 师
Issey Miyake（三宅一生）跨品

牌所推出的Pause for harmony
家居系列，重新诠释了“家”的重
要性和价值。

“我们始终致力于引入顶
级全球家居设计师的唯美之
作，带给国内的消费者体验与
全球同步的的购物选择，实现
与世界同步的零距离优质生活
方式，”LAVIE HOME 相关负责
人表示。

本报讯 沈旖旎 近日，邓超
以顾家家居新一代形象代言人
的身份首度亮相，并与顾家一起
启动了“超级顾家号”高铁公益
专列。顾家家居在多年的发展
中，除了坚持为消费者呈现环
保、舒适的家居产品，也始终在
倡导顾家、爱家的理念。从发起

“全民顾家日”，到倡导“顾家暖
男节”，从发布顾家指数调查，到
推行“家和大讲堂”等多种公益
活动。

据了解，此次启动的“超级
顾家号”高铁专列是顾家为了推
行公益活动包下的京沪杭高
铁。顾家家居副总裁刘宏表示，
专列启动后，顾家家居将利用这

辆高铁在假期举办“超有爱专
列”活动。如帮助贫困学生、农
民工等群体回家与家人团聚等，
将它变成践行顾家家居“顾家、
爱家”理念的一个落地通道。

刘宏同时透露，如今80后、
90后逐渐占据家居消费群体的
主流，顾家家居及时调整品牌内
涵，以更年轻、时尚化的产品设
计和服务，适应新的消费理念和
需求。此时，也恰逢顾家家居与
上一任代言人张学友的合约期
满，寻找新的代言人被提上日
程。在经过“网友竞猜”等诸多
环节的甄选后，具有暖男气质底
蕴、与新品牌内涵高度契合的邓
超成为不二人选。

本报讯 王娟 近日，由思利
及人公益基金会主办、广州市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协办，主题为

“童享呼吸健康 远离睡眠困扰”
的享优乐空气净化器公益捐赠
活动在上海举行。在此次活动
上，思利及人公益基金会联合无
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向上海童
的梦艺术幼儿园捐赠30台享优
乐空气净化器。广州呼吸疾病
研究所儿科主任孙丽红现场向
家长们解读《儿童呼吸健康科普
白皮书》，尤其针对儿童睡眠呼
吸问题进行解惑。孙主任表示，
0-14岁患儿发病率最高的仍然
是呼吸系统疾病，占 51.87%。
呼吸道是直接与外界联系的系
统，儿童呼吸道及免疫功能发育

尚未完善，对于细菌的清除能力
较差，所以其发病率最高。另
外，由于儿童平均每天在室内度
过的时间超过80％，室内空气
环境的污染对儿童的呼吸健康
影响更为明显。

孙主任特别提到，儿童在卧
室的睡眠时间最长，家长们尤其
需要做好室内空气净化工作。在
保持室内空气洁净方面，孙主任
向现场家长分享了5个实用方
法：经常打开门窗通风，促进空气
流通；保持家庭卫生、整洁；室内
装修不能一味追求豪华，尽量选
用环保耗材，通风6月以上再选
择入住；空调需定期清洗，减少尘
螨堆积；条件允许的家庭，可采购
空气净化器，定期净化室内空气。

享优乐公益捐赠上海站启动

顾家启动高铁公益专列

“遇见艺术 遇见家”来沪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