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产业正处于巨变前夜的‘懵懂’，所有厂家
都站在了选择的十字路口，面临着包括LED背光液
晶、OLED、QLED和激光显示等技术与产品路线方向
的抉择。” ——海信集团董事长 周厚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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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奇艺开启
经典修复计划

近日，由王丹凤主演的《护
士日记》2K修复版亮相上海影
城。影片修复源于爱奇艺与新派
系文化传媒发起的“经典电影拷
贝修复计划”，并作为本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向大师致敬”展映单元
重要影片进行公益展映，同时在
爱奇艺平台上线。该计划致力于
经典电影的拷贝修复工作，以中
国经典老片和老艺术家们的代表
作为主。截至目前已从世界各地
收购了7至8部影片的拷贝。未
来，对中国经典影片拷贝修复的
投入将进一步加大。

据发起方透露，将计划“用
4到5年时间，通过在全球范围
内搜集片源，每年以3到4部的
速度进行拷贝修复”，同时，通过
全球知名电影节以及爱奇艺平
台等多元展映形式陆续与观众
见面，并引入赞助商进行商业价
值拓展以反哺公益，逐渐形成一
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公益
品牌。 青年报 王霞

“有数”公布
最新青年对账单

近日，CBNData（第一财经商
业数据中心）在 CES ASIA 举办

“‘有数’青年对账单-2018年轻
消费力大数据沙龙”。

据其现场发布的《90后、95
后线上消费大数据洞察》显示，
随着收入水平渐升，90后和95
后在更多消费奢侈品、大牌美妆
的同时，亦成为线上运动商品销
售的主要贡献力量。有趣的是，
该群体对“养生”系列产品的偏
好度也明显上升，蜂蜜、枸杞、乳
清蛋白、养生茶和酵素是95后
目前5大养生最爱。对宠物的
热情也愈发凸显。居住方面，他
们有着独特品位，呈现出慵懒、
自由、简约等特点，且更加关注
助眠小产品。

据统计，去年90后在现场
娱乐消费人群中票房贡献力最
强，达58%。“这表明，他们对精
神层面的追求也十分注重。”报
告认为，未来，90后、95 后，将引
领大众消费市场，重塑消费市场
新格局。 青年报 王霞

青年报 姜卓

上周三，海信集团董事长周
厚健在亚洲CES开幕式上作为首
位嘉宾发表主题演讲，展望全球
显示技术的未来和趋势，表示海
信将坚定不移地发展激光显示
和ULED技术，并在AI电视的语音
识别与图像搜索技术上取得了
重大突破，引发业内强烈关注。

周厚健称，数字视频制作
技术飞速进步，作为电视核心
的显示技术反而成了产业链上
进步慢的环节，现有的画质已
经无法真正“打动”越来越挑剔
的消费者，更不足以撬动消费
者换机的刚需，画质仍是未来
大屏幕竞争的焦点。

海信坚信LED液晶电视仍然
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这种变化

主要围绕“分区”进行——今年7
月份，海信将发布世界领先的
5000分区的ULED产品，满足消费
者对画质的更高追求；同时，高达
10000分区以上的产品也已在实
验室完成试制。另外，海信今年
7月还将流片第三代超高清画质
引擎芯片，在超解像、降噪、动态
分区控制等算法技术上不断将
画质显示技术做到极致。

周厚健表示：作为全球首
家推出激光电视的企业，海信
11年的坚持和努力，让“激光电
视、换代首选”逐渐成为共识。
海信5月份刚刚发布的80英寸
4K激光电视，适宜观看距离仅
需3米，价格不到两万，上市仅
半月即成为市场上的畅销爆
款，零售额位列所有电视型号
第四位。

中怡康数据显示，这款电
视发布后的第21和22周，海信
激光电视在中国80英寸及以上
的电视市场销售额占有率分别
达到61%和65%，这在海信电视
的发展历程中史无前例，并且
有效地抢占了75英寸液晶电视
的市场份额。

激光电视即将形成一个巨
大的“市场”，并已经正在“重
构”整个电视行业的上下游产
业链。而已经手握全球显示技
术下半场“船票”的海信，向竞

争对手敞开了胸怀。
“百花齐放才是春，海信希

望并欢迎更多的电视企业进
入激光电视产业，一同推进激
光电视的快速迭代发展，向更
小尺寸和更高画质发力，让中
国真正成为激光电视大国”。
周厚健称，电视技术的“前夜”
即将过去，未来一片光明，而
海信的“主场”始终在技术和
产品创新上，他最钟情的也是
电视的发展和未来，一生乐此
不疲。

青年报 姜卓

手机快没电了？充电宝忘
记充电？6月13日，在2018上
海亚洲消费电子展上，致力于薄
膜太阳能和移动能源企业的汉
能集团发布了汉包、汉纸等全系
消费电子新品。汉能称：将全面
发力消费电子领域，以薄膜太阳
能技术为核心的移动能源时代
已经到来。

汉能汉纸，是汉能在本届
CES 上海带来的首款重磅新
品。在外观方面，汉纸追求“科
技潮流”概念，不但外形设计时
尚，同时更加轻便，用户可以自
由折叠、单手握持使用体验。发
电和充电性能方面，汉纸采用分
体式设计，搭载了全球领先的柔
性共蒸发薄膜太阳能技术，阴影
遮挡、弱光、低温时也可正常工
作，追求“有光就发电”；此外，其

配备的5000mAh储电容量，可通
过薄膜太阳能技术，随时储备电
量，做到“没光也有电”。在
Plus in生态支持下，汉纸在阳光
下可实现对各种电子终端设备
的无限连接。此外，汉纸还支持
无线充电模式（Qi标准），用户可
完全摆脱对于充电线的依赖。
更重要的是，汉纸发电端和储电
充电端均符合航空管理规定，用
户可携带汉纸直接通过安检带
上飞机，为商旅人士提供完美的
移动充电解决方案。

而汉能汉包，是汉能此次发
布的另一款黑科技神器。汉能
汉包诞生于移动互联时代，在实
现背包功能的基础上，汉包搭载
了太阳能黑科技发电功能，在汇
集点滴能量的同时，解决用户应
急充电需求。针对不同使用场
景，汉包提供了商务、时尚等多
个产品系列供选择。

青年报 姜卓

近日，牛电科技发布2018
新品战略。此次发布延续了小
牛电动“为全球用户提供更便
捷环保的城市出行工具”的目
标，并推出了多款产品组合。
牛电科技方面称，将加快在海
外市场的布局，解锁出行领域
的“新姿势”，带动两轮电动车
行业向全球市场迈进。

牛电科技CEO李彦回顾了
小牛成立三年来的成绩，经过

三年的发展，小牛已经发展到
国内500多个销售网点，门店遍
布全国150个城市，全球进驻20
多个国家，海外销售网点超过
650家。“出行问题，是城市的通
病。我们创造更美好的出行体
验，也创造可持续的美好生活，
小牛电动，正是为更美好的城
市生活而来。”李彦强调了小牛
的社会责任。

牛电科技设计副总裁刘传
凯介绍了此次发布的小牛智
能电动踏板车M+。小牛M+延

续了M系列5项全球设计大奖
的经典外观设计，除了符合人
体工程学的设计外观、一体化
智能仪表盘、人性化的组合按
键等易于发觉的改进之外，在
操控、智能系统、电机以及锂
电池技术等方面也有了突破
性升级。

除了M+，牛电科技创始人
胡依林还揭晓了性能更具优势
的小牛电动摩托车——N-GT。

“德国 BOSCH团队专门为N-GT
量身打造了全新电机，额定功

率 3000w，使得N-GT瞬间爆发
超强动力堪比 125cc 级摩托
车的性能”，胡依林介绍说。

据悉，在合作伙伴方面，小
牛电动将与全球出行共享革命
性平台 SharingOS 与 INDIGO 集
团一起，推出多种车辆共享的
一体化出行方案。INDIGO将小
牛作为共享电动车进行运营，
以此可以让小牛扩大在欧洲的
知名度，获取更多用户。并且
他们的换电技术可以解决用户
的充电困扰。

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在亚洲CES上称：

激光电视这个新物种将成“大气候”

小牛电动欲解锁个人出行“新姿势”

移动能源赋能消费电子

汉能上海CES发布汉纸、汉包
青年报 姜卓

6 月 13 日，Honda 携众多
面向未来智能交通社会的黑科
技亮相CES ASIA 2018。

在展会现场，Honda正与东
软睿驰联合进行实证实验的

“Honda步行辅助”项目，也设置
了体验区。同时，Honda宣布旨
在全球范围内与创新企业展开
合作的 Honda Xcelerator 项目
正式启动。

据介绍，为进一步引领“移
动”和“生活”的进化，Honda正
全力加速创新事业的展开。本
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执行副总经理长谷川佑介表
示：“目前行业环境变化很大，
Honda面临转折期，在打造高品
质‘产品创新’的同时，融合IT技
术展开的‘体验创新’更为重
要。未来，通过与富有挑战精神

的创新型企业合作，将进一步丰
富Honda的产品、服务以及事业
拓展的可能性。我们将进一步
强化在中国事业的发展和各项
举措的开展，并将这种创新合作
模式拓展到Honda全球事业中。”

此外，Honda R&D Innova-
tions, Inc.的首席执行官 Nick
Sugimoto表示：“HondaXcelera-
tor是促进与初创企业合作的全
球开放创新项目，在全球技术变
革的大浪潮下，HondaXcelerator
项目正在寻找同样以移动进化
为愿景的世界顶级初创伙伴。
该项目涉及的领域不局限于汽
车，而是把创造未来的移动和服
务作为最终目标。目前，该项目
已经成功进驻硅谷、底特律、日
本、欧洲、以色列，今天，终于来
到了中国。今后，我们将继续以
向顾客提供最先进的技术和价
值体验为目标而努力”。

携未来黑科技亮相2018亚洲消费电子展

Honda欲引领“移动”和“生活”进化

爱心企业敬老捐赠

近日，爱心企业神旺控股水
神事业部举行敬老捐赠仪式，向
美好生活（上海）健康管理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赠送价值18万元
的水神杀菌除菌产品，该批产品
将借助美好生活居家养老医疗
服务平台，通过街道社区活动发
放，免费提供给申城老年人使
用。 青年报 解敬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