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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信息显示：赶在天猫
双 11 之前，香奈儿、Michael
Kors、Acne Studios 等 20 多
家全球奢侈品牌集中赶来天猫
开官方旗舰店，今年天猫双11
期间，以官方身份参与天猫双
11的奢侈品牌达到93个。

不少国际国内品牌改变了
原定的新品发布节奏，以参与此
次天猫双11的集体折扣活动。

苹果、华为、海蓝之谜、戴
森、沃尔沃汽车、茅台都把年度

重磅新品和“硬通货”商品放到
天猫双11发售。超过50%的美
妆大牌甚至打破惯例，把一年中
最受关注的圣诞礼盒，提前到天
猫双11发布。包括兰蔻、SK-II、
YSL、纪梵希、资生堂在内的215
个大牌，还为天猫双11专门定
制了241款专属商品。

20 万天猫官方旗舰店将
在11月11日当天集体推出史
上最大折扣，同时花呗分期最
高免息期数达到24期。

“第六次来乌镇参会了，不过每年
来都有不一样的体验。”在浙江中之杰
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总裁苏玉学眼中，世
界互联网大会给中国的互联网从业者
提供了一个在家门口与全球顶尖企业、

“超级大脑”零距离交流的机会，感受
最前沿风潮，也为其带来了商机。

六年来，借助世界互联网大会，中
之杰自主研发的工业互联网平台Tn品
牌影响力也越来越强。目前这朵工业

“云”，已为8200余家中小制造企业提
供数字化建设服务，并相继成功入选工
信部2017年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
试点示范项目平台、工信部2018年工
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

下一步，中之杰将结合12年来在
制造业领域打下的坚实基础，以端到端
的服务能力、助力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
转型，致力于成为中国小微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第一合作伙伴。

本报讯（记者 史娓超）据商务
部重要生产资料市场监测系统监
测，2019年9月，受监测的5大类重
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2涨3降，其中
成品油和钢材价格各领涨跌。

煤炭价格回落。9月份，全市煤炭
均价为769.38元/吨，环比下降0.5%。

水泥价格回升。9 月份，全市
水泥均价为 470.50 元/吨，环比上
涨 6.0%。

成品油价格上升。9月份，全市

柴油批发均价7043.75 元/吨，环比
上涨 2.2%；汽油批发均价 8797.50
元/吨，环比上涨0.4%。

钢材价格下行。钢材高供给，需
求回落，贸易问题影响及悲观预期
等原因导致钢材价格疲软。9月份，
全市钢材均价为 3906.88 元/吨，环
比下降2.4%。

化肥价格小幅下行。9月份，全
市化肥均价为2507.50 元/吨，环比
下降0.2%。

双 11 又快来了！10 月 21 日，天猫双 11 预售正式启
动。据2019天猫双11启动会现场信息，参与2019天猫双
11折扣的商品超过1000万款，其中超过100万款为首次
发布的新品。11月11日当天，来自全世界的20万品牌的
天猫官方旗舰店将集体推出史上最大折扣。

9月份宁波
五大类生资价格2涨3降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6家甬企彰显实力

“每次来乌镇都有不一样的体验”
10月20日，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开幕，来自全球的1500多名嘉宾

来到乌镇，围绕“智能互联 开放合作——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主
题，贡献智慧、凝聚共识。而宁波6家互联网企业也在乌镇彰显了宁波IT力量。

据了解，中之杰、云行天下、美象VR、全网云医疗、蓝卓、鲸灵网络等6家甬
企在“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与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卡巴斯基实验室、爱普
生等400余家中外知名企业和机构同台，展示在人工智能、5G、工业互联网等领
域的最新科技应用和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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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象VR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互
联网大会。企业高级项目经理赵亮告诉
记者，这次参会主要带来了城市大数据
可视化项目。这个项目，旨在打通政府
各职能部门的业务数据孤岛，为城市产
业园区、市政设施、城市交通、公共安
全、生态环境、宏观经济、民声舆情等
重点领域提供“3D场景+大数据”的可
视化大屏运营管理平台，进一步提升城
市运营管理能力。

“除了展示技术和产品，来乌镇还

想与同行和技术院校多交流，寻找VR、
三维可视化在更多应用上落地的可能
性。”赵亮称，不少地区的政府部门都对
美象的智慧城市应用表示了兴趣，更有
一个项目在展会结束后就要落地。

除了参展，甬企还亮相新品发布会
舞台。浙江蓝卓工业互联网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带来了基于supOS工业操作系
统的 supLink 移动应用软件平台，宁
波鲸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则发布了AI
产品直播网。

有交流，更有商机

除了中之杰，宁波全网云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也是世界互联网大会的

“老面孔”，从云胶片、电子阅片器，到
5G移动大医疗融合平台，每年都带来
了新品。

据该公司负责人潘仁进介绍，全网
云医疗近年来通过参加互联网之光博
览会，不仅增长了自己的见识，也打响
了企业的知名度。全网云医疗推动的全
电子化病人影像服务深入人心，三年时

间已在上百家医疗机构建立无胶片化
示范基地。

“今年是5G商业元年，我们借助
5G大通量的特性开发了移动大医疗融
合平台，实现了较大电子病例的实时传
输，让远程诊疗也能像面对面会诊一样
便捷。”潘仁进说，在本次互联网之光博
览会上，该平台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
评，已有多家医院打算来甬进行下一步
的磋商。

移动大医疗整合平台

为中小制造企业提供服务

□记者 乐骁立
今年天猫双11的玩法只有

一点：简单。10月21日零点，商
品预售启动，消费者支付一笔
定金，就可以用折扣价锁定喜
爱的热销商品，上不封顶的购
物津贴、购物券和红包也开始
陆续发放。11月1日起，不同主
题的爆款清单则陆续推出。

淘宝总裁蒋凡在发布会上
透露：预计今天双11当天，将
超过 5 亿人上手机淘宝 App
参与天猫双11，比去年新增1
个亿，相当于每3个中国人中，
就有一个人在参与天猫双11。

在过去的两年中，淘宝新
增用户超过 2 亿，其中超过
70%来自三线以下城市的下沉
市场。

此前的 2019 年阿里巴巴
投资者大会上，阿里巴巴董事
局主席兼CEO张勇也曾介绍，
阿里巴巴数字经济体的用户规
模已经达到9.6亿。这意味着，
在让消费者“买得更好、买得更
省”的同时，全球品牌商家将在
2019天猫双11分享中国内需
持续爆发的红利，获得全新的
增长。

预售机制依旧是主流玩法

20万品牌官方旗舰店参与

□记者 史娓超

20万品牌官方旗舰店参与今年双11，阿里称折扣史上最大

大牌主动参与 双11预售启动了

美象展台美象展台。。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