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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九成账户盈利
投连险认可度走高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扬帆
看，共享汽车首款无人驾驶车来了

力帆、百度、盼达用车召开战略合作发布会，三方将在无人驾驶领域展开合作

58同城第三季度财报：营收27.2亿 同比增33%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严薇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张宇

广告

重庆商报讯 近期，随着大盘
走势的持续上扬，与股市唇齿相依
的投连险收益也逐步攀升，交易数
据显示，10月份以来处于交易状态
的投连险账户中，有逾 9成处于盈
利状态，业内人士指出，在金融市场
逐步回暖的背景下，具备较强防御
能力且带保障性质的投连险的投资
价值重新得到彰显。

重庆商报讯 走出公寓，汽车
自动开到人面前；行驶过程中，汽
车会自行决策行驶的路线，不会出
现违章、交通事故等；到达目的地
后，我们仅需关车门离开，汽车自
己行驶到指定的地方；当需要补充
能源时，汽车会自动行驶去进行充
换电……这种只出现在科幻电影
里的场景，正离我们越来越近。

11月13日下午，力帆、百度、
盼达用车召开战略合作发布会，
三方将在无人驾驶领域展开战略
合作，推动无人驾驶在共享汽车
商业化场景的实际应用。

随后，力帆首款实现无人驾
驶商用的共享汽车正式亮相，并
宣布招募100名“AI-Rider”。

首例无人驾驶商用车亮相

去年，时任力帆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的陈卫
此前表示：“力帆无人驾驶汽车
将采用低速设计，明年 6月将登
陆市场。”11月 13日，

力帆就展示了自己基于 Apollo
平台解决方案的第一辆无人驾
驶汽车。

这辆车基于力帆820EV改造
而成的无人驾驶汽车，可自动识别
交通指示牌和行车信息，具备雷
达、相机、全球卫星导航等电子设
施，并安装同步传感器。车主只要
向导航系统输入目的地，汽车即可
自动行驶，前往目的地。在行驶过
程中，汽车会通过传感设备上传路
况信息，在大量数据基础上进行实
时定位分析，从而判断行驶方向和
速度。伴随该款车的亮相，力帆及
其旗下共享汽车盼达用车正式签
约成为百度Apollo开放平台的生
态合作伙伴。

力帆集团副总裁兼汽车研究院
院长沈浩杰透露，合作内容包括三
个部分：首先百度的高精度地图服
务是力帆自动驾驶、无人驾驶
领域的唯一合作伙
伴；力帆、盼达加

入百度Apollo生态，并达成战略合
作；百度将提供高精地图和无人驾
驶解决方案，力帆汽车则负责协调
盼达用车的试验车辆以及市场运营
车辆，三方协作推进量产开发。

全国招募100名“AI-Rider”

签约当天，盼达用车宣布：在
全国招募 100 名“AI-Rider”，让
一部分人先行感受无人驾驶带来
的便捷。同时，30天内选定一个
城市试点无人驾驶运用。

盼达用车CEO高钰认为，
无人驾驶技术在共享汽
车中的运用，将弥补

目前共享汽车行业的不足。
“造成交通事故的原因主要

来源于驾驶者，而无人驾驶这位
‘机器人司机’没有情绪不会疲
劳，从这种层面来看，技术比人更
可靠。无人驾驶解放了我们的手
脚和眼睛，我们可以做更多有趣
的事；它作为机器人移
动在城市道路中，
智能调节道路

交通，减少拥堵和提
高车位利用效率。”
高钰说。

重庆商报讯 11 月 13 日，生
活 服 务 平 台 58 同 城（NYSE：
WUBA）公布了第三季度未经审
计的财务报告，财报显示，58 同
城第三季度实现营收27.225亿人
民币（4.102亿美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 33.3%，超过公司 26.50 亿人
民币的预期上限；毛利为 24.948
亿人民币（3.759亿美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33.7%。同时，58 同城
仍然维持了高达 91.6%的毛利率
水平。

财报显示，58 同城第三季度
运营利润为5.224亿人民币（7870
万美元），非美国会计师准则的运
营利润为 6.634 亿人民币（9990
万美元）。净利润为3.533亿人民
币（5320 万美元），非美国会计师
准则的净利润为 4.787 亿人民币
（7210万美元）。

58 同城董事长兼 CEO 姚劲
波表示：“公司第三季度依然保持
良好的增长势头，营收再次超越
指引上限。”

财报显示，截至第三季度末，
包括 58 同城、赶集网、安居客在
内的平台付费会员数量约 261.1
万。会员服务贡献了 9.941 亿人
民币（1.498亿美元）的营收，人民
币同比增长 26.7%。部分会员会
通过不同的平台同时购买会员服

务，其会员花费会分别计入不同
平台的营收。

今年 1 月起，58 集团正式推
出内容战略，进一步提升用户的
留存率。在安居客的业务上，通
过深入百余城市建立了涵盖 30
多万个小区、1.2 亿套房源的“房
源全息字典”，打造真房源信息系
统，为用户提供更真实、透明、优
质的服务。在商户的服务层面，
58同城也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通过微聊、视频等线上产品，实现
用户及商户之间的精准连接，利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精准推
荐，更贴近客户的效果目标。

基于目前公司业务的发展，
58 同城对 2017 年第四季度业绩
做出预期：预计总营收区间为
26.25 亿~27.25 亿人民币，同比增
长区间为 25.3%~30.1%。该预估
基于公司对当前趋势的判断，存
在变化的可能。

重庆商报讯 A股市场日渐走
好，然而新三板市场却仍未摆脱调
整的桎梏，11月 13日，新三板做市
指数一度跌破千点基准点，这是
2015年 4月新三板牛市之后，三板
做市指数首次跌破1000点。

13日，新三板做市指数开盘后
持续震荡下行，盘中一度跌破1000
点基准点，最低报999.18点，逼近历
史新低。临近尾盘小幅拉升但未翻
红，遭遇日线六连阴。截至收盘，新
三板做市指数跌 0.2%，报 1001.12
点。

当天全市场共有833家公司发
生交易，成交额12.23亿元。分交易
方式看，做市转让公司中有 455 家
发生交易，成交金额 2.89 亿元。涨
跌幅方面，联科云收涨27.91%，领涨
做市转让个股，旺盛园林、建研信
息、伊帕尔汗、鑫融基等涨幅居前；
绿蔓生物、海斯迪、爱廸新能、点点
客等跌幅居前。

目前新三板做市指数包含 624
家挂牌公司，包含神州优车、联讯证
券、新东方网、天地壹号、华强方特、
贝特瑞等知名公司，总市值为5200
多亿元，是新三板上最重要的指数。

另外，协议转让方面，11 月 13
日有 378 家公司发生交易，成交金
额 9.34 亿元。其中，际动网络收涨
100.00%，领涨协议转让股，九鼎瑞
信、索拉特、火柴互娱、艾能聚等涨
幅居前；博元电力、速达科技、鑫益
嘉、本捷网络等跌幅居前。

创新层方面，际动网络收涨
100%，领涨创新层个股，艾能聚、博
广环保、慧点科技、汇通控股等涨幅
居前；浩腾科技、雷蒙德、地源科技、
大业创智等跌幅居前。

当日共有7家企业挂牌新三板，
其中，协议转做市1家。截至目前，
新三板市场总挂牌数达 11644 家，
协议转让企业 10257 家，做市转让
企业1387家；申报及待挂牌的企业
共580家。

新三板做市指数
一度跌穿千点基准点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扬帆

对于在共享汽车领域引入无人驾驶汽车，普通消费者是否买账？
陈先生：目前无人驾驶技术尚不成熟，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不好说，还是不要轻易尝试为好。
张女士：与其乘坐无人驾驶汽车，不如直接乘坐轻轨、公交车等公共交通，毕竟更安全些。
王小姐：如果有人陪伴，或者会考虑尝试。

●法律关：
修改道路法规是前提
无人驾驶汽车可不需要

驾驶员操作，因此，相应的立
法和规范问题一直是其发展
的重要前提条件。目前，包括
欧洲、墨西哥、巴西和俄罗斯
在内的72个国家将修改道路
交通法规，允许无人驾驶汽车
上路，但一旦发生意外，责任
归属问题依然争议很大。

延伸

无人驾驶汽车
还有哪些难关？

●技术关：
复杂路况仍不够灵活

此前，谷歌一辆无人驾驶汽车
与一辆公共汽车发生轻微碰撞。谷歌表

示，无人驾驶汽车应“承担一定责任”。这一
事故说明，面对复杂的路况和道路法规，无人驾
驶技术还未能安全无误地操控方向盘。现实中的
情况千变万化，目前来说，按规则去做的计算机
显然远比不上人脑灵活。

●成本关：
无人车要贵上万美元
美国国家汽车交易商

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人
购买一辆新小汽车的均价
在3万美元左右。美国汽
车专业调查公司 IHS 估
计，到 2025 年，若配备自
动驾驶技术，每辆汽车的
标价要增加 7000 美元至
10000美元。

声音 安全问题是市民尝鲜“拦路虎”

商报图形 秦刚 制

想创业 你就来！

福彩“梦想学院”大门再度打开
还送你最高8.6万元的创业绿卡

彩市通

一张彩票上
究竟能打多少注双色球？

“以前一张双色球彩票不是最多只能打5注号码

吗？为什么现在看周围的彩友都是同时打7、8注甚至

10注？”近日，不少彩民致电重庆福彩 24小时热线

67508888，提出了这个疑问。

为此，笔者咨询了市福彩中心技术部相关负责人，

原来，所有的秘密都藏在彩票上的这个二维条形码上。

过去，重庆地区各福彩投注站销售的所有电脑票都是采

用点阵码来储存票面信息。而从2015年9月8日起，点

阵码被二维条形码全面取代。“二维条形码比起点阵码

占据的票面空间更小，同时数据的存储量却增大了，因

此以前最多只能打5注，现在不论是玩双色球、3D，还是

‘幸运农场’，一张彩票上最多可以同时打出10注号

码。”该负责人介绍，二维条形码的加密技术比起点阵码

有了提升，因此彩票数据的安全性也更高了。

11月 12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行第
2017133期开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06、15、17、18、
23、30，蓝球号码为11。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4:2，三
区比为1:3:2，奇偶比为3:3。其中，红球开出一枚斜连号
06，一组连号17、18，一组奇连号15、17。

双色球再送两注超值一等奖
这是2017年双色球9亿元大派奖活动启动后第四

期派奖。当期双色球头奖开出7注，其中2注为复式投
注，分落河北和上海两地，单注奖金为1332万元（含加
奖500万元）；另外5注为非复式投注，不参与派奖活
动，单注奖金832万元，其中河北1注、辽宁1注、湖北1
注、广东1注、新疆1注。

当期双色球六等奖开出879万多注，其中371万多
注为复式投注，参与派奖活动，最后中奖金额为每注10
元（含加奖5元）。

当期二等奖开出223注，单注金额13万多元。

4500万头奖派奖奖金静候你来擒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6.62亿多元。
双色球第 2017133期累积的一等奖派奖资金为

3500万元，当期派出1000万，剩余派奖奖金自动滚入至
今晚开奖的第2017134期，因此今晚的双色球头奖派奖

奖金高达4500万元，由复式投注中得一等奖的按中奖
注数均分。

2017133期计奖结束后，一等奖特别奖剩余派奖金
额3.45亿元，六等奖特别奖剩余派奖金额为4.16亿多
元。按照派奖规则，由于头奖单注派奖奖金最高限额
500万，今晚彩民朋友将有机会4元中得1500万元。

复式投注有惊喜 中奖五元变十元
本次双色球9亿大派奖仅针对复式投注（胆拖复式

投注不在派奖活动范围内）。
根据活动规则，本次派奖活动一等奖派奖总奖金

为4亿元，每期安排2000万元对一等奖进行派奖，由当
期复式投注一等奖按中奖注数均分，单注派奖奖金最
高限额500万元，复式投注的单注一等奖奖金最高可达
1500万元。一等奖派奖奖金当期有结余的，顺延滚入
下一期，与下一期一等奖派奖奖金合并派发，依此类
推，直至一等奖派奖奖金派送完毕为止。

六等奖自本次派奖第一期开始，派奖奖金总额5亿
元。每期对当期采用复式投注的所有六等奖按每注5元
派送固定奖金，奖金派完即止。活动期间，凡采用复式
投注中得的六等奖单注奖金翻番，从5元提升至10元。

不久前，由重庆福彩特别打造的全免
费公益创业培训——“梦想学院”2017年
前四期都吸引了众多创业者。为了满足
广大市民朋友的创业需求，日前，重庆福
彩决定启动2017年“梦想学院”第五期培
训，11月16日、17日（本周四、周五）即可
报名。一共160个名额，报满为止！

160个免费培训席位抢完即止
据了解，本期“梦想学院”培训时间为11

月25日和26日。届时，市福彩中心将邀请
专业讲师对学员进行创业指导培训，培训不
收取任何费用。需要提醒的是，该培训为全
脱产培训，希望报名学员调整好自己的时
间。报名入选学员经过课堂学习后，还将经
历实习、笔试和营销分中心面试等环节，最
终合格者可获得由市福彩中心提供的投注

站建站资格。
据了解，本期接受报名的总人数为160

人，其中网络报名80人，电话报名80人。网
站报名：http://mxxy.cqcp.net；电话报名：
67508888。报名时间为11月16日、17日的9:
00至18:00，报完为止。年龄18至55岁、高中
及以上学历、渴望创业的市民均可免费报
名。

最高价值8.6万元
“创业绿卡”送送送

除了免费接受专业培训，“梦想学院”还
有更多创业优惠政策可以享受。

为了解决创业选址难的问题，重庆福彩
经过多次实地勘测，特别在今年开放了200
多个市场潜力较大的黄金建站路段（具体路

段地址请登录重庆福彩官网 http://www.
cqcp.net/查询）。经“梦想学院”培训合格，
在这些黄金路段建站并通过验收的创业者，
就有机会获得市福彩中心发放的“创业绿
卡”。单张“创业绿卡”价值5万元~8.6万元
不等。

市福彩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创业绿
卡”包含装修补贴和房租补贴两块。装修补
贴方面，快开店补贴标准为每平方米1200
元，单店补贴总金额最高不超过20000元；
自助店则按每平方米2000元的标准给予补
贴，单店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5万元。房租
补贴方面，快开店和自助店可按面积连续享
受12个月的补贴：15至20平方米（含）的每
月补贴2000元；20至25平方米（含）的每月
补贴 2500元；25平方米以上的每月补贴
3000元。两项补贴相加，单张“创业绿卡”所
包含的补贴最高可达8.6万元。

派奖规则

快来瓜分快来瓜分！！今晚双色球头奖派奖高达今晚双色球头奖派奖高达45004500万万

99亿大派奖火热进行中亿大派奖火热进行中

学院简介

据介绍，2010 年，重庆福彩开创了
国内彩票投注站建站模式的先河，启动
了“梦想学院”，旨在通过对投注站申请
者进行培训、考试及筛选，进而寻找一
批热爱福彩公益事业、有创业梦想、高

素质的创业者，协助培训合格学员设立
高质量的福彩投注站，推动福彩事业的
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福彩创业门槛
低，且无需进货，不用上税，近年来，许多

大学应届毕业生、都市白领等，都开始瞄
准福彩，将其作为初次创业的首选。开
办7年以来，“梦想学院”已经成功助力上
千人走上创业之路。

梦想学院7年助千人成功创业

力帆首款无人驾驶汽车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