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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定义旗舰级新标杆
据了解，此次亮相的 vivo

NEX 带来了无刘海全面屏设计
——“零界全面屏”。在 6.59
英 寸 的 OLED 显 示 屏 上 ，vivo
NEX无刘海、不开孔、超窄边框
的 设 计 ，整 机 屏 占 比 高 达
91.24%。

为实现“零界全面屏”设
计，vivo NEX开创性的采用升降
式前置摄像头，全屏幕发声、屏
幕指纹等技术，在产品设计与
用户使用体验上都是一次全面
革新。

除了“零界全面屏”的产品
形态，此次vivo NEX搭载了升级
版智能语音助手 Jovi。新版
Jovi支持低功耗待机，采用全局
语音及机身左侧的Jovi专属按
键两种唤醒方式，其指令适配
所有常见应用及高频使用场
景。通过人工智能引擎 AIE，
Jovi可提供搜索、翻译、购物比
价、路线推荐等多项智能服
务。随着用户使用时间、频次
的深入，Jovi将通过不断自我学
习与优化，为用户提供更智慧
的生活体验。

对于年轻用户、科技极客

而言，游戏性能是判断智能手
机价值的核心标准之一。此次
与公众见面的vivo NEX在游戏
领域为用户提供了电竞级游戏
体验。硬件配置上，vivo NEX采
用高通骁龙710计算平台，同期
发布的vivo NEX旗舰舰版采用
8G运行内存及性能强劲的高通
骁龙845计算平台，内置Adre-
no 630显示芯片，大幅提升图
形和视频渲染能力，以高配置
硬件为用户带来更具沉浸式的
游戏体验。

旨在突破探索可能
据倪旭东介绍，NEX是 vivo

为追求前沿科技体验的消费
者推出的高端产品系列，寓意
着突破和未来。在智能手机
行业普遍创新放缓，聚焦局部
优化的背景下，vivo 希望以一
款更具颠覆性的科技产品让
未来更近。

vivo产品经理李翔表示，在
产品研发端，vivo NEX集成行业
领先的性能表现及科技水准，
它代表着vivo日渐强大的科研
实力，也折射出vivo对于智慧未
来极具前瞻性的解读。对于企
业而言，vivo NEX也是vivo开启

智慧未来征程的起点，它将为
企业赋予更为突出、稳固的科
技标签。

据了解，vivo一直以来以巨
大的热忱专注于技术创新并不
断提升用户体验。从Hi-Fi专
业级音质、持续刷新的超薄手
机纪录、柔光灯、首创屏幕指
纹，到如今推出全球首款“零界
全面屏”手机NEX，vivo在一次又
一次升级中实现自身科技实力
的积淀与革新，以敢于自我突

破、追求极致的信念完成了一
个又一个可能，让用户不断接
近“未来手机体验”。

vivo高级副总裁倪旭东所
说，“NEX 承载着 vivo 对于行业
未来的判断——将从小智慧进
化到大智慧，vivo还将在AI、5G
等领域加强布局、持续发力，在
转变为‘硬件+软件+服务’的创
新型科技公司的同时，为消费
者提供更多的技术创新、时尚
应用和贴心服务”。

青年报 姜卓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
提升和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崛
起，智能化已成为很多企业的
战略性目标。而居民的消费方
式与需求也逐渐向品质化、智
能化发生转变。

6月16日至18日，海尔在
上海长宁区凯德·来福士广场
举行了海尔智慧家庭体验展，
向上海市民展示了其最新取得
的成果——海尔智慧家庭。让
市民可以直观感受到海尔智慧
家庭带来的美好。

目前，智能家居行业品牌众

多，但很少有企业能够生产全套
的智能产品。这就意味着，一个
消费者要想布置一个智慧家庭，
就必须东拼西凑多个品牌。据
悉，海尔智慧家庭通过“4+7+N”
打造出全场景定制化智慧成套
方案。即4大物理空间，包含智
慧客厅、智慧厨房、智慧浴室、智
慧卧室；全屋空气、全屋用水、全
屋洗护、全屋安防、全屋娱乐、全
屋健康、全屋信息7大全屋解决
方案；而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生
活习惯自由定制智慧生活场景，
N变化。

例如，在海尔智慧家庭中，
以电视为中心的语音控制系统

更是最大程度的解放了用户的
双手。在此系统下，用户回家只
需要说出“打开空调”“打开新闻
联播”等需求，海尔电视便会指
挥相应的家电为用户服务。

而在厨房中，当用户下班回
家，进入厨房准备晚餐时，冰箱
就会根据魔镜推来的各类身体
指标，为用户准备好最健康的菜
谱，同时也指挥烤箱、油烟机、洗
碗机进入适宜的工作状态。

海尔方面介绍说，海尔智慧
家庭此次之所以能为市民带来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其连接全球
的智慧布局。

海尔依托在全球建立的10

大研发中心、24个工业园、108个
制造中心，形成了遍布全球的开
放性产品创新体系。不仅能够
第一时间接触到全球顶尖技术，
而且能快速落地到产品，实现家
电产品技术的颠覆性迭代。并
且海尔通过不断整合，形成了美
国GE Appliances、新西兰Fish-
er & Paykel、卡萨帝、统帅、日本
AQUA等集6大品牌于一体的“世
界第一家电品牌集群”，完成了从
品牌到集群的升级。

海尔方面表示，海尔将不
断对智慧家庭进行技术创新和
平台升级，为用户带来最智慧、
最简便的美好生活范本。

青年报 王霞

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新技术的加持，让文创行业
正在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文创主
体、创作模式以及创作者与受
众的关系都在迅速变化。这种
变化也让文创业充满着机遇和
挑战。

上周，青腾大学“北影-青
腾未来文创学堂”开学典礼在
沪举行。得到创始人&《罗辑思
维》主讲人罗振宇、乐元素创始
人王海宁、巨匠文化创始人胡
海泉、“凯叔讲故事”创始人王
凯、快看漫画创始人陈安妮、笑

果文化联合创始人贺晓曦、超
体文化合伙人蒋昌建等50名文
创创业者从上千名参与角逐的
CEO中脱颖而出，成为该学堂首
届学员。

“北京电影学院将聚集最优
质的教学资源和最优秀的师资，
竭力与青腾大学共同打造‘北
影-青腾未来文创学堂’这一优
质品牌，促进电影和互联网的完
美融合。”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
俞剑红在现场分享中表示。

据腾讯开放平台及内容平
台总经理侯晓楠介绍，“学堂总
体录取率仅为4%”，此次选拔的
50名学员项目总估值超过1100

亿人民币，一半以上项目估值
超10亿人民币。其中，单个项
目估值突破10亿美金的独角兽
企业达到6家。学员项目覆盖
动漫、游戏、知识付费、影视/综
艺、短视频、自媒体等10余个细
分领域。

“未来，学堂将依托腾讯的
平台资源，汇聚北影强大的师
资力量，从认知、资源、产业3大
层面助力文化创业者，以应对
急速变化的行业环境。”侯晓楠
进一步表示。

据了解，自 2015 年 7 月成
立至今，截至目前青腾大学已
诞生22家独角兽、12家上市公

司，超过73家公司估值过10亿
元，188 家学员企业总估值超
3500亿。入学后，部分学员企
业估值完成10-60倍的快速增
长，学员企业平均估值增长率
超过150%。

“无论是用户、行业，还是
技术都处于不断变化中，腾讯
不只是作为文创产业的参与
者涉身其中，也愿意扮演好行
业的连接器和工具箱。”腾讯
副总裁林松涛表示，希望“北
影-青腾未来文创学堂”在做
好中国文创连接、讲好中国故
事的过程中能够贡献自己的
力量。

饮品嘉年华举办

6月15日，第13届中国（上
海）饮品冷饮高层年会和饮品冷
饮嘉年华举办，《2018中国饮品
冷饮产业年度报告》同期发布。
报告显示：2018年1至4月，中国
软饮料的产销量为5247.8万吨，
增长5.5%；啤酒产销量为1228.4
万千升，增长了2.4%；冷冻饮品产
销量略有下降；产业零售增速略
高，行业处于缓慢回升阶段。

上海市饮品行业协会常务
副会长陈杰透露：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高品质饮
品的需求持续增长。如可口可
乐推出了含有膳食纤维的零糖
零卡路里的雪碧纤维＋、上海百
事可乐则推出了莹纯风味水、味
全新推每日C果蔬知复合果蔬
汁、麦隆推出了原产地咖啡饮
料、易捷在卓玛泉成功的基础上
推出高端系列——长白山天泉
含汽天然矿泉水等；而冷饮行业
也表现明显，伊利力推高端系
列——甄稀冰淇淋，蒙牛则发力
蒂兰圣雪绚彩脆皮冰淇淋等。

青年报 王娟

麦当劳玩转世界杯

6 月 11日，作为FIFA世界
杯长期官方赞助商与官方合作
餐厅，麦当劳启动“挺你，无时无
刻”的主题活动——FIFA世界杯
主题菜单、麦乐送升级体验，以
及丰富的球迷互动游戏。据了
解，为庆祝FIFA世界杯，麦当劳
特别推出了FIFA世界杯主题美
食，全情支持球迷狂欢。麦当劳
较受欢迎的汉堡单品——麦辣
鸡腿汉堡，在FIFA世界杯期间摇
身一变“金球版”，盖上足球形状
的堡顶，在世界杯期间推出限时
特价。此外，麦当劳还推出了寓
意弧线球的香蕉派和拥有足球
外形的金球薯饼加食享盒、球迷
欢享盒、最佳阵容鸡盒等组合，
满足不同的球迷。青年报 王娟

首届“北影-青腾未来文创学堂”开学

依托品牌集群 海尔打造“智慧家庭”新生活

“无刘海全面屏”vivo NEX发布
6月12日，vivo正式发布新旗舰产品系列vivo NEX。vivo高级副总裁倪旭东称，NEX就是“未来”

的意思，而实现这一切，却来自于一种强大的“突破力”和“创新力”。NEX不同于vivo以往的任何产品，
我们希望NEX能够为消费者带来崭新的体验。 青年报 姜卓

陆家嘴
“L+MALL”揭幕

日前，上海陆家嘴中心L+
MALL揭幕。据悉，L+MALL是陆
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耗时6年开发的高端商业
中心，项目位于世纪大道、浦东
南路、南泉北路、商城路交汇的

“黄金角”，总面积14万平方米。
L+ Mall在浦东首次创新采

用“百货+商场”的新模式。今
年，法国老佛爷百货作为商场最
大的主力店，首次进驻的总面积
将达2.31万平米。此外，1至4
层整体定位高端精英消费，逐步
打造浦东新时尚地标；5层特设
潮流区域，邀请众多知名店铺入
驻；而5层以上品牌则更趋于年
轻化，包含众多潮牌、运动、家庭
亲子及餐饮娱乐。

未来L+ MALL的业态分步
比例为零售及配套约49%，餐饮
约38%，互动新娱乐体验13%。

青年报 高彩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