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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卢晓川 浦东报道

日前，天翼创投下的Angel Eyes品牌

举行了智慧家庭专场路演。此次路演展

示了未来生活的多款产品，从健康、安全、

便利等多方面提升消费者的生活水平。

参与本次路演的共有7个项目，涉及

医疗、健康、家居等多个领域。在大众看

来，“我希望能用眼神操作。”这句话或许

只是孩提时代的狂言和幻想，但是青研

眼控人机交互技术可以让这个大胆的想

法变成现实。借助该眼控技术，消费者

可以用眼睛控制电脑，甚至控制家电等

开关。在不久的将来，消费者只要转一

转眼球，就能控制电脑、打字、工作或玩

游戏。最重要的是，这款产品可以彻底

改变残疾人的生活，在病人无法正常行

动的时候，用眼神就可以控制病床升降，

开关灯、冲马桶。除了实用性之外，这款

技术还具有极强的趣味性。团队负责人

杜煜在现场演示了利用眼控虚拟现实眼

镜，用眼神“切水果”，引得全场赞叹。

随后展示的项目是一款智能插线

板、插座。创始人李悦表示，发明这个插

座主要想解决就是“漏电”的问题。由于

婴幼儿都喜欢乱爬、乱摸，对他们来说，

家里的插座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此款

产品有多重安全保护措施，同时支持微

信和APP控制，是业界首家能实现 64个

86插座互通的产品。

“健康盒子”以糠尿病为切入点，为

用户提供上门医疗服务。这款硬件厚度

不超过硬币，携带方便，成本可控。用户

可以用指尖末梢血液检测 CRP、糖化血

红蛋白、尿微量白蛋白、PCT 等多种指

标，实现对潜在疾病的预防控制。记者

了解到，该创业团队成员均来自牛津、微

软智慧医疗团队、华为、夏普等专业医疗

机构，具有极强的专业性。

“益芽”是一款智能电动牙刷，这款

牙刷能收集小朋友的刷牙动作，并互联

网上的大数据分析，帮助家长了解小朋

友的刷牙情况，用更加科学的方式指导

小朋友正确刷牙。益芽CEO程涛认为，

通过对市场的研究分析，智能电动牙刷

在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由于此次路演的主题是智慧家庭，

路演正式开始之前，上海电信信息生活

体验馆的工作人员还带领与会嘉宾参观

了中国电信的智能家庭展厅。记者在展

厅内看到，未来的生活中，冰箱可以计算

食物剩余量，茶几可以控制连接电视，连

卫生间的玻璃都暗藏玄机，不仅能播报

热点新闻，还能查看天气、交通等。

■见习记者 卢晓川 浦东报道

9月18日，优谈闺蜜联盟联合澳大利

亚澳倍康品牌，在浦东长泰广场举行战略

合作发布会，正式宣布私人定制“澳洲奶

牛包养计划”京东众筹项目上线。

据悉，优谈与澳倍康发起的“包养奶

牛”获取奶粉的模式在全球尚无先例。此

次“澳洲奶牛包养计划”通过京东众筹平

台发布，众筹成功即可认养一头澳大利亚

纯天然农场里的奶牛，其所生产的奶粉将

直邮到家。此次众筹共分为7个等级，其

中一年众筹方案只需要 4999 元，最低价

格仅99元一罐，可供应一个孩子成长1年

所需的奶粉，价格远低于现阶段市场中进

口和国产奶粉年均2万元的费用。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种全新的奶粉供

求模式吸引了众多准妈妈的参与热情，其

中，三位准妈妈成为首批众筹购买者。

澳倍康 CEO Mark Lipshut 介绍，澳

倍康奶粉具有奶源可追溯和安全可信的

优势。该品牌养殖的每头奶牛均通过

ATM系统（动物身份和移动系统）注册，

工作人员能够及时了解奶牛的位置和健

康状况。同时，集团采用的低温密封挤奶

机器也为奶粉奶源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通过此次跨境合作，澳倍康品牌能够直接

面对中国用户，迅速打开中国市场。

作为澳倍康的投资人，优谈创始人李

瑜表示，澳倍康在全球乳制品市场中享有

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优谈与澳倍康

合作已超过一年时间，优谈的用户已经对

澳倍康奶粉有了足够的了解和信任。通

过为用户提供海外原装的高质量产品，联

盟将有机会吸引到更多用户和品牌商的

加盟，提升品牌号召力。

记者了解到，在优谈入股澳倍康的前

一日，合生元也以 13.86亿澳元收购澳大

利亚知名保健品品牌 Swisse。在国内奶

粉信任危机未散、境外代购黑幕触目惊心

的背景下，国内各大乳制品品牌的海外扩

张成为大势所趋。

■见习记者 卢晓川 浦东报道

9月16日，上海国际智能产业展在浦

东新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开幕，此次展会首

次推出“Smart Day未来生活体验馆”，让

观众有机会穿越时空，亲身体验未来生活。

“Smart Day未来生活体验馆”分为智

慧交通、智慧餐饮、智能零售、智慧教育、

智慧酒店五大板块，展示多种高端科技新

品和最新的商用显示方案，让消费者一站

式领略动态智能数位化橱窗、透明LED幕

墙、户外 3D投影、全息投影技术、数字海

报、自动点餐机、红绿灯LED显示屏、智慧

城市信息发布平台、客房一键式点餐购物

系统、智能情景开关、无线门磁等全方位

智能生活解决方案。

记者在现场看到，各种充满创意和乐

趣的产品体验方式带给观众脑洞大开的

全新体验。传统的橱窗只是单纯的陈列

展示商品，难以诱发消费者进店购买的欲

望。随着高新科技在零售市场的广泛应

用，半透明液晶显示屏被运用到橱窗设计

中。消费者路过这些新型的橱窗，可以欣

赏到即时播出的品牌广告，并享受极具立

体感的摩登视觉体验。同时，消费者还能

在屏幕上查找自己感兴趣的商品，增加互

动体验。此外，该公司还将广告显示屏安

装到了移动的玻璃幕门上。当有人经过

的时候，原本透明的玻璃会呈现出广告，

变成移动的动态橱窗。主办方易道创新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该公司已经与

正大集团达成合作。在不久的将来，消费

者有机会在正大广场领略这些酷炫的新

科技。

未来的餐厅是什么样子？数拓科技

为观众带来了数字智慧餐厅。在这间数

字餐厅里，从吸引顾客进店、产生消费、派

发优惠券，到衍生二次消费的全过程都可

以由电脑完成。首先，在餐厅入口的位

置，迎宾屏可以识别顾客会员身份，再根

据会员饮食偏好推荐餐品，提示可用的优

惠券，吸引他们进店消费。其次，时尚有

趣的数字化餐牌上会实时滚动显示其他

消费者的反馈评价，通过互动形式，提升

消费者的感官体验。此外，食材溯源屏也

是数字餐厅的一大亮点，可以有效帮助餐

厅赢得消费者信任。顾客现场扫展示台

上食材的二维码，就可以获知食材的产

地、生产过程、运输、存储等重要信息。如

果顾客有兴趣，还可以现场预订食材。

除了消费之外，科技也被更多地运用

到教育上。“神笔酷甩”是一套多台多点触

摸桌与一组大型显示墙组成的多媒体儿

童互动系统。儿童在触摸桌上完成动物

涂鸦后，可以直接把绘制好的动物“甩”到

对面的显示墙上，动物就能立即在屏幕上

“活动”起来。这款系统利用现代化的高

科技手段，打破传统儿童娱乐模式的束

缚，充分开发儿童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

此外，本次展会主办方还与创猿社及

IC咖啡联手，倾力打造名为“iFair+创意市

集”的智能硬件领域创业项目孵化平台。

活动期间共举办了 30 多场投融资对接

会，120 余个路演项目，100 位 VC 大咖亲

临现场，以及时下最火热的众筹活动。该

活动聚集智慧产业上下游资源，共同构建

智能硬件领域零距离的互动生态圈，为创

业者提供一个开放、创新、协作、共享的平

台。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9月份上海私车额度拍卖 19日进行。

本月拍卖投标人数为165765人，比上月减

少1174人，加之本月8727辆的投放额度创

下年内新高，因此中标率回升至5.3%。

拍卖结果显示，本月沪牌私车额度拍

卖的最低成交价为 82100元，平均成交价

则为 82172 元，比上个月的 82642 元减少

470 元。最低成交价的截止时间是 11：
29：58（第540位）。

记者了解到，受今年上海外牌限行延

长新措施影响，沪牌上牌需求大量增加。

今年4月起，沪牌投标人数就突破了15万

人大关，这直接导致 5月至 8月沪牌拍卖

的中标率连创新低，始终保持在5%以下。

按照私车额度管理部门的全年投放

计划，国庆长假前一个月额度投放有所增

加，因此 9 月沪牌私车投放额度为 8727
辆，比上月的7454辆增加了近1300辆，并

且超过了今年4月的8288辆，成为本年度

至今额度投放数量最多的一个月，使得最

终中标率回升到5%以上。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尽管本月拍牌总

人数比上月略有减少，但 15 万人以上的

参拍规模几乎已成“常态”，预计将继续影

响沪牌中标率保持在低位。

上海国际智能产业展首推“未来生活体验馆”

新奇应用展示未来智能生活

半透明液晶显示屏被运用到橱窗设计中，消费者可在屏幕上查找自己感兴趣的商品。 □见习记者 卢晓川/摄

天翼创投举办智慧家庭专场路演

9月上海车牌投放量创年内新高
中标率回升至5.3%

闺蜜联盟推出
澳洲奶牛包养计划

《巴啦啦小魔仙之魔箭公主》
国庆上映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记者日前从大银幕电影发行控股有

限公司获悉，由奥飞影业、大银幕电影、卡

酷少儿卫视联合出品的“巴啦啦小魔仙”

系列电影《巴啦啦小魔仙之魔箭公主》将

于10月1日公映，目前该系列影片累计票

房已超亿元。

据悉，《巴啦啦小魔仙之魔箭公主》是

“巴啦啦小魔仙”系列电影第三部。故事讲

述了魔法少女小蓝偕美琪、美雪姐妹帮助

魔箭公主凯美莉克服重重险阻，战胜魔法

界邪恶力量，最终收获梦想与友谊的故事。

在电影上映的同时，基于《巴啦啦小

魔仙之魔箭公主》开发的泡泡龙手游也将

与网友们见面。

记者了解到，自 2008 年首播以来，

“巴啦啦小魔仙”系列电视剧已累计拍摄

并播出200多集。

作为其制作方，奥飞动漫目前已经基

于动漫的核心产品，围绕 IP（版权）布局

涵盖游戏、电影、媒体、授权以及消费品在

内的全产业链。在将原创漫画平台公司

“有妖气”纳入版图后，奥飞动漫的 IP体

系拓展至K12以上，实现了全年龄段、全

维度覆盖。

目前，“有妖气”的市场份额在60%以

上，注册用户超600万人，月活跃用户200
万-300 万。其独特的 UCG 创意培育生

态，吸引了超过 17000 名漫画作家发表

40000部以上连载漫画作品，且平台成功

培育了国内极具人气的原创 IP，如《十万

个冷笑话》、《端脑》、《雏蜂》、《镇魂街》等，

为奥飞的泛娱乐生态植入了强大的 IP资

源孵化能力。

未来，奥飞动漫将引入国际化的战略

合作伙伴、导演、制作团队及演艺资源，在

电影、游戏、动画片、电视剧、网络剧等领

域进行多维度开发。

而作为该片的联合出品方，大银幕电

影发行控股有限公司目前已经在全国范

围内建立起多个电影发行渠道，在影片大

数据分析、影片落地推广、区域营销整合

等方面均取得不俗业绩。近年来，大银幕

电影发行立足互联网平台，重新整合全球

资源，依托于东虹桥小贷公司，全面开发

海内外院线资源，打造“互联网+电影+金

融”的全球发行平台。

据了解，在活动举办的同时，上海快

鹿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大银幕电影发行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施建祥更向上海市

慈善基金会捐赠了100万元，用于上海市

首个少儿慈善创意艺术项目“牵手艺术彩

虹 献给未来地球”的持续性发展。

■见习记者 卢晓川 浦东报道

9月18日，国内外卖O2O服务商“点

我吧”正式宣布完成C轮融资，投资方为

口碑网络，绿领资本担任本次融资的独家

财务顾问。

据悉，此轮融资将用于大力发展即时

物流平台“点我达”。虽然“点我吧”和口

碑网络方面均未透露具体投资金额，但是

根据接近本次交易的人士透露，本轮融资

至少数亿元。此前，“点我吧”已经先后在

2012年7月获得戈壁投资的200万美元A
轮融资，在 2014年 7月获得乔景创投、远

镜基金、赛富基金联合投资的千万美元B
轮融资。

记者了解到，“点我吧”成立于 2009
年，是国内最早涉足外卖O2O领域的公

司之一，一直致力于本地生活网的建设。

虽然“点我吧”和“饿了么”成立时间相近，

但是二者的战略打法却迥然不同。区别

于“饿了么”从高校市场开始切入，“点我

吧”从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品质外卖”。

以“无分区”模式、系统智能调度、“出租车

收费模式”的配送费规则而享誉业内。

“无分区智能化体系”使平台可以充分利

用运力，智能化的处理订单压力，并通过

区域压力平衡，时间压力平衡，使配送员

的分布跟随订单分布协调，大大提升配送

效率。而在线下商家端，“点我吧”从单一

的外卖配送发展至即时物流，推出配送业

务“点我达”，采用“全职+众包”的方式，

满足各类短距即时物流需求。

餐饮O2O在这两年成了战火遍地的

红海，各种烧钱的竞争手段层出不穷，战

况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打车市场。尽管如

此，百度、阿里、腾讯依然继续集结兵力，

杀入这个领域。阿里口碑投资“点我达”

后，“点我吧”将在业务、资源等各方面获

得阿里系的支持。就在不久前，口碑网络

还宣布斥资 3亿元投资同样以重模式物

流为特色的外卖O2O平台“生活半径”。

这一系列的举措充分说明，阿里正在加强

口碑平台的即时物流网络，也是为旗下外

卖业务快速补齐物流短板。

外卖O2O“点我吧”
获得口碑网C轮融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