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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21-28 C
多云间阴有阵雨
偏北阵风1-2级

19-24 C
阴天有大雨
偏北风1-2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11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15时）
AQI指数 50 空气质量 优
优：攀枝花、泸州、马尔康、康定、巴中、遂宁、
内江、雅安、资阳、绵阳、德阳、宜宾、西昌、南
充、眉山、乐山、自贡、广元、广安、达州

12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5—8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体彩

今日
限行 4 9

9月13日至14日，开心麻花爆笑舞台
剧《莎士比亚别生气》将在成都东郊记忆演
艺中心演出；

9月19日，第二届四川艺术节话剧《红
色征途》将在成都新声剧场演出；

10月 11日至 12日，意大利热那亚卡
洛·费里切歌剧院歌剧《图兰朵》将在四川大
剧院演出；

10月20日，大型电影主题管乐视听音
乐会《复仇者归来》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
举行；

10月25日至26日，音乐剧《我的遗愿
清单》将在四川歌舞大剧院演出；

11月3日，百老汇互动亲子科学剧《物
理秀》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演出；

11月21日至22日，百老汇原版音乐剧
《芝加哥》Chicago—成都站将在四川大剧
院演出。

科技群星汇聚
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将出席

“今年海科会参与会员范围之
广，为历届之最。”省委统战部副部
长、省侨务办主任文甦介绍，本届海
科会将邀请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20
名海内外院士，28个国家和地区的
148个海外创新团队，500余名海外
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代表参与。

据了解，与往年海科会不同的
是，今年海科会活动时间将贯穿全

年，举办地涉及北美、欧洲、亚太等国
家和地区，主会期三天，设在成都。

在为期3天的时间中，共有37场
特色鲜明、内容丰富的活动。例如，
第六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
2019未来科技创新论坛、第三届九三
绿色发展论坛-重大工程建设与绿色
发展、第四届中英高峰合作暨先进材
料论坛等。届时，来自各个领域的专
家学者将就相关主题展开高端对话，
热烈讨论。

据悉，研讨交流和项目对接领域
将涉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
天、新能源新材料、生态环保、文创与
现代服务、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等多
个产业，紧密贴合四川省“5+1”现代
产业体系，为推动四川高质量发展招
才引智、汇智聚力。

精准引才引技
为海外人才搭建对接平台

作为汇聚全球英才交流的重要
平台，本届海科会将着眼引进海外高
新科技项目，为海外人才展示才华搭
建“竞技擂台”。

今年以来，海科会还赴日本、德
国、美国举办“海科杯”全球华侨华
人创新创业大赛亚太、欧洲、北美洲
分场活动，共征集发达国家和地区
高新科技项目714个，本届海科会期

间将在成都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决
赛，并给予获奖项目相关配套政策
支持。

此外，着眼于四川“一干多支、五
区协同”发展战略，海科会还将为海
外人才创新创业搭建“对接平台”。
据了解，本届海科会将自贡市作为大
会主题市，将组织海外专家学者和创
新团队在主会场和成都高新区（“侨
梦苑”）、内江、泸州、眉山等地开展项
目路演及对接，推动更多海外专业人
才及团队携项目和技术到相关市
（州）开展合作。

诺贝尔奖获得者、海内外知名院
士、国际知名高校校长、资深专家学
者等，通过参加各项专场活动和赴高
校、市州参访交流等，将为中国及四
川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在加
快构建产业创新发展平台、提升科技
创新效能、国际化与多学科合作等诸
多方面提出科学合理化建议，使大会
成为智慧与观点碰撞、启迪创新思
维、激发创新动力的思想盛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背景介绍/

“海科会”于 1995 年创办，是
由四川省委省政府、国务院侨务
办公室、九三学社中央共同主办
的一项重大对外开放活动。2015
年至今，诺贝尔奖获得者20人次、
海内外院士90 多人次、国际知名
高校校长和专家学者 100 多人出
席海科会相关活动。

海科会作为中国西部地区规
格和国际化程度最高、规模最大
的科技与人才交流盛会，在国际
国内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和广泛的
关注度，成功举办17届以来，累计
吸引全球发达国家和地区7000余
名海外专家学者来川，累计引进
海外高端人才 2283 人、高新科技
项 目 1000 多 个 ，投 资 金 额 达
2537.34亿元。

特 别 是 2016、2017、2018 年
三届海科会签约人才 1261 人，
占大会历史总量的 55.2%；签约
项目金额 1460.14 亿元，占大会
历史总量的 57.5%，取得了丰硕
成果。经过 24 年的发展，海科
会已成为中国西部与世界人才
合作的重要桥梁，中国西部最
具影响力的引才引智平台，对
推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促进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发
挥了重要作用。

谈到新经济，于红建表示，最
重要的还是要把握商业的本质和
时代发展的趋势。“我对于新经济
的理解，就是用户在发生变化，用
户的消费习惯在发生变化，用户对
世界的理解在发生变化。”

“现在是90后的天下，消费在
升级，消费习惯在变化。外卖为什
么能火？是因为这一代人“宅”

“懒”。如果往前推十年，即使外卖
技术很成熟，它也火不了，为什
么？那一代人都习惯在家里做饭
吃；另外一个就是注重体验，现在

用户的认知已发生变化，愿意为好
的服务体验付钱。”于红建说，闪送
顺应了这种变化，随着主流人群认
知的变化而发展。

新经济将来是什么？于红建
说：“是大家越来越追求服务体验
好、更追求美，比如说高颜值的东
西。接下来是文化，各种各样的文
化开始回归，当人们的生活经济条
件比较好时，精神生活就会变成一
个经济，变成一个生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艾晓禹 张越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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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9月11日开奖结果

超级大乐透第 19106 期全国销售
277501958元。开奖号码：05、08、10、32、
35、02、10，一等奖基本1注，单注奖金1000万
元，追加1注，单注奖金800万元。二等奖基本
106注，单注奖金517027元，追加24注，单注
奖金 413621 元。三等奖 98 注，单注奖金
10000元。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于15亿元，
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
公告。2849290614.8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9247期全国销售18551810
元。开奖号码：489。直选全国中奖3820（四
川221）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
奖 15434（四川 598）注，单注奖金 173 元。
17338295.5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247期全国销售10573492
元。开奖号码：48918。一等奖107注，单注奖金
10万元。320976705.1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19120 期全国销售
37436088 元 。 开 奖 号 码 ：
13001003000330，一等奖全国中奖1099（四
川 45）注，二等奖全国中奖 45867（四川
2262）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20期全国销售
10762866元。开奖号码：13001003000330，
全国中奖68190（四川2815）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32期全国销
售467972元。开奖号码：331010003333，全
国中奖124（四川5）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137全国销售985902
元。开奖号码：03133032，全国中奖50（四川4）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 11月
11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全球“最强大脑”会聚
6位诺奖获得者出席
第十八届海科会将于18日在蓉开幕

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20名海内
外院士，148个海外创新团队，500余
名海外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代表
……一大批来自全球的“最强大脑”
将来到四川，分享世界顶尖科研成果

9月11日，记者从省委统战部
获悉，第十八届中国西部海外高新科
技人才洽谈会（简称“海科会”）将于9
月18日至20日在成都举行。本届
海科会以“科技引领新时代，英才筑
梦新西部”为主题，在为期3天的时
间里，共有37场特色鲜明、内容丰富
的活动。

闪送联合创始人于红建：
即时配送是物流和城市的基础

2014 年 3 月 18 日，距离上一
次在物流领域的创业已过去5年时
间，于红建和他的小伙伴们仅仅花
了 7 天时间又做了一个叫“闪送”
的模型，看能否打破传统快递的模
式，用一对一的方式把同城之间的
东西送得更快。这天，他们在贴吧
做了宣传，等了一天等来了公司的
第一单。

不久前，记者在闪送的办公室
见到了公司联合创始人于红建，办
公桌正中摆放着他和公司新代言人
周杰伦的合影。时至今日，这家即
时配送领域的领头羊已完成多轮融
资，积累了近1亿用户，服务覆盖
222座城市，现金储备超过1.5亿美
金。显然，闪送在即时配送行业走
通了属于自己的模式。

闪送的第一单，于红建记得很
清楚，是一位先生从外地出差回家
时发现忘记带钥匙，而这位先生的
妻子正在加班赶不回去，让他很焦
虑。搜快递，送不了，于是这位先
生尝试了闪送，40分钟就收到了
钥匙，这让他很惊讶，觉得太快
了。“这个模式从第一单开始就一
发不可收拾。”于红建说。

“到2014年时，物流行业显示
出新的趋势，人们对品质化和个性
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新的消费习惯
出现了。”于红建回忆，那时网上很
多人吐槽“快递不快”“暴力分拣”
等问题，用户体验不好。于红建本

想通过信息化方式，或者通过给快
递公司提供解决方案的方式去促
进和推动行业变革，满足用户需
求，但却发现推动不了。“既然我不
能改变你，那我就自己来改变这个
行业。”

那时，传统快递公司都朝着集
约化、规模化这条线上走，于红建
决定反其道而行之。采用同城一
对一急送，不拼单的模式。这种
服务的稳定性很好，在时间上确
定性也很强，满足了用户个性化
需求。第一单之后，闪送开启了
连续18个月周环比20%的高速增
长之门。

闪送的逆向起步

去年 8 月，闪送宣布完成
6000万美元的D1轮融资。于红
建表示，这轮融资主要用途是加强
在研发、技术，特别是大数据算法
方面的投入。

“从调度算法上来说，我觉得
我们比外卖和网约车都更复杂一
些。”于红建说，用户要配送的物
品多种多样，大小不一，重量不
一，形状不一，甚至形态也不一
样。闪送员有的骑摩托车，有的
开汽车，有的乘公交地铁。在匹
配时，要考虑的维度更多。“这些
都要求我们在短短的一秒，甚至

几百毫秒内，作出对于全局最优
的决策。这种决策中多一个参数
的维度，难度不是线性放大，而是
几何性放大的。”

于红建介绍，目前公司对技术
的投入，已占全部成本的近50%，
而对于大数据方面高级人才的需
求，还在不断加大。

另一方面，产品从上线到现
在，取件起步价已从39元降至16
元，客单价从50元降至30元，消
费者获取服务的成本呈现下降趋
势。技术的投入给公司带了可见
的回报。

融资后的技术提速

·对话新经济人物·

当前，即时配送的竞争日益激
烈。国家邮政局统计数据显示，提
供即时配送的同城速递已成为物
流行业增速最快的子行业，未来仍
将保持高速增长，预计到2020年
市场规模将超2000亿元。

闪送之外，还有UU跑腿、点
我达、达达等对手在跑马圈地，顺
丰、圆通、京东、美团等巨头也强势
切入。相互间的模式也呈现出差
别，比如拼单与否，比如主要服务
C端还是B端。

面对这些竞争对手，于红建表
示，快速跑到安全线之上非常重
要，这要求公司必须要做到两点：
首先要占领用户的心。“经过五年
的发展，闪送做一对一急送的定位

已经形成，而今年的重点就是想让
整个定位在用户心目中更加深入，
这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安全所在。”

第二个是数据。于红建介绍，
“过去五年对数据的积累，包括用
户的画像、订单的画像、配送员的
画像，能帮助公司通过大数据和机
器学习去做更加智能的调度。这
也是核心竞争力。”

从整个行业未来的发展看，于
红建认为，即时配送会往基础设施
的方向去发展。“它会是物流的基
础设施，也是城市的基础设施。这
个基础设施反过来可以给很多商
业赋能，而且能把原先不可能的事
情变成可能，也会催生很多新的商
业模式。”

即时配送未来方向

新经济将来更追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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