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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东欧地区国际金融和投资集团
PPF集团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双
方将充分发挥在各自领域的优势，开展全方

位、多领域合作。捷信集团作为PPF集团的
子公司，将在中国市场联手中信集团旗下企
业，共同筹备和推广双方在相关领域的项目
合作。

PPF集团是中东欧地区最大的国际金
融和投资集团之一。其业务横跨欧洲、俄罗
斯、亚洲及北美市场，投资领域覆盖银行、金
融服务、电信、房地产、零售、保险、矿产业、
农业及生物科技领域等诸多领域。作为PPF
集团的子公司，捷信集团是国际领先的消费
金融服务提供商，业务遍及中东欧地区、独
联体国家、亚洲及美国。捷信集团在包括中
国在内的全球10个国家开展业务，服务的客
户总数已经超过了 1.06亿，活跃客户 2900
万，拥有超过42万个线下贷款服务网点。目
前，捷信集团在中国的业务已覆盖29个省份
和直辖市，312个城市。

PPF集团和中信集团将以此为基础，建
立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以共同发展、
合作共赢为目标，实施战略计划。

捷信集团将发挥优势与中信集团旗下
金融企业共同开发新型金融产品并开拓市
场；在资本运作领域合作方面，双方将在股

权投资领域探索合作机会；在联合销售方
面，双方子公司将在中信联盟项目的筹备和
推广开展战略合作，并建立统一的多渠道
B2C平台。PPF集团旗下的捷信消费金融有
限公司将在这个平台上提供所在公司以及
联合开发的消费金融产品。

对于此次战略合作，PPF集团执行委员
会委员Vladimir Mlynar 表示：“非常荣幸此
次合作能够成为中国‘新丝绸之路’实施的
组成部分。中信集团是中国优秀跨国企业
的代表之一，在中国国内和国际市场树立
了很好的信誉与企业形象，并取得了显著
的经营业绩。通过与中信集团在多领域的
合作，将更加丰富 PPF集团旗下企业在中
国的业务发展，并能够助力集团企业更好
地为中国消费者服务。”捷信集团首席执行
官翁德雷·弗里德里奇表示：“此次备忘录
的签署对于捷信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里
程碑意义。通过与中信集团旗下企业的联
手，我们将在产品开发和市场渠道布局上
持续发展，进一步加强我们在中国的市场
地位。”

文/图本报记者任荣魏彤

本报讯（记者任荣魏彤）11月 8日上
午，快手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宿华在第五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物联网：连接无处不在”主
题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阐述了短视频在万
物互联时代的无限可能。他表示，过去一年
已经有超过1000万人在快手社区获得了收
入，改善了生活。

宿华在演讲中表示，科技一直在推动记
录与连接的革新，让记录的成本下降、效率提
高。目前，短视频已经成为人与人连接、人与

世界连接的最佳载体和最有温度的连接器。
“短视频的记录可能是历史上门槛最低

的，过去文字记录是不到 10%的人留下来
的，而今天用短视频记录生活，90%以上的人
都可以参与。”宿华说，4G时代短视频应用开
始萌芽，如村村通一样，建立了一条全新的
连接通道。

海量的用户不仅生产内容和互动，也开
始在快手获得收入。宿华提供的数据显示：
过去一年，超过1000万人已经在快手社区里

获得了收入，通过直播、带货、代言的方式改
善了自己的生活。在快手，每天有1.3亿人
记录、分享和互动，并产生3亿次点赞。

目前，在普惠价值观推动下，快手已经
在改善个人生活、赋能行业发展、传播社会
正能量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宿华最
后表示，面对更大的机会和用户需求，快手
将继续发挥自己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
计算机视觉方面的优势，用有温度的科技提
升每个人独特的幸福感。

快手助1000余万人获得收入

11月8日，拼多多创始人及CEO黄峥在
乌镇举办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表示，
电商企业参与扶贫工作，核心是利用互联网
的优势，解决农产品流通问题，让贫困地区
有产就有销，多劳能多得。

作为一家成立三年的“新电子商务”平
台，拼多多平台已汇聚 3.44亿用户和超过
200万商户，希望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和技
术应用，对现有商品流通环节进行重构，持
续降低社会资源的损耗，为用户创造价值的

同时，也致力于为中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作出应有的贡献。

据黄峥介绍，平台创立之初，团队便发
现，“拼”的模式，能在短时间内聚集海量需求，
迅速消化掉大批量的当季农产品，为中国农
业突破分散化的制约提出了新的答案。拼多
多用3年的时间，为分散的农产品整合出了一
条直达3.4亿消费者的快速通道。经由这条
通道，吐鲁番哈密瓜48小时就能从田间直达
消费者手中，价格比批发市场还便宜；以前一

度滞销的河南中牟大蒜，现在打包卖到了北
京，价格只有超市的四分之一。经由这条通
道，平台将全国679个贫困县的农田，和城市
的写字楼、小区连在一起，成功建立起了一套
以“拼”助捐的可持续扶贫助农机制。

黄峥公布了拼多多扶贫助农的成果,“过
去三年，拼多多平台已累计帮扶13.96万户
建档立卡扶贫家庭，产生超过21亿笔助农订
单，累计销售109亿斤农产品，相关交易总额
达510亿元。” 本报记者张永宁

拼多多持续发力电商扶贫助农

11月8日，携程发布2018年第三季度财
报。记者在财报中看到，携程第三季度净营
收为94亿元。其中，住宿和交通两大业务均
营收36亿元，度假和商旅分别营收14亿元
和2.67亿元。从数据来看，携程正获得更多
年轻消费者青睐，其中，29岁以下消费者使
用增长最快。

携程首席执行官孙洁表示，携程和去哪
儿两个品牌在中国拥有1.3亿交易用户，每
年平均在平台上消费超过5000元人民币。

年轻化用户结构也是携程增长潜力的来
源。35岁以下的用户比例在过去5年里稳
定保持在70％左右，年龄在29岁以下的年
轻用户增长最快，占比已经从30%增加到将
近50％。

记者了解到，第三季度高铁游项目为携
程带来新的增长端。将酒店、景区门票和高
铁票一起以打包优惠的形式出售，在一些家
庭出行场景中受到欢迎，首月内日订单量的
峰值就达到了10万单。这不仅是携程近期

推出的重大产品创新，也是旅游行业里首家
专门推出高铁旅游的企业。

携程执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说，高铁游
将随着高铁网络的铺设而成长为一个万亿
级市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
网络，总长度达2.5万公里，是整个欧洲铁路
系统的两倍。到2020年，高速铁路将连接
80％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这将使得在中
国旅行变得非常方便和经济。

本报记者王媚

携程发布2018年第三季度财报

本报讯（王同利 吴蕾 记者
冯红林）近日，由国网铜川供电公司
印台王益供电公司建设的国家级
重点扶贫项目，印台区与宜君县43
座 10千伏分布式光伏电源村级光
伏扶贫电站并网发电，将带动2643
户贫困群众受益，户均年增收达
3000元以上。

本次工程共涉及印台区光伏
电站 41 个，宜君县 2 个，光伏电站
建 设 规 模 14536 千 瓦 ，总 投 资
830.3709 万元。工程新增配变 38
台，更换配变 3 台，新建及改造 10
千伏架空线路 13.147 千米，0.4 千
伏架空线路 1.718千米，新建 0.4千
伏电缆线路 1.43 千米，更换电杆
284基。

据悉，印台区政府积极探索，
抢抓该区被列入国家“十三五”期
间第一批光伏扶贫项目计划机
遇，筹措资金 1.05 亿元，在全区所
有贫困村建设了村级光伏扶贫电
站各一座，总规模 14.536 兆瓦。
全年预计发电 1598 万度，收益
1358万元。不仅可以让 2643户贫
困群众户均年增收 3000 元以上，
还可以为各村集体经济增收 10余
万元，让光伏产业发展与光伏扶
贫互惠共赢，成为全区脱贫攻坚
产业扶贫新亮点。

本报讯（记者魏彤）11 月 7 日
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推荐委
员会正式公布了 2018年的世界互
联网领先科技成果，360发布的安
全大脑获评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
科技成果。

据了解，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
成果推荐委员会由47名海内外知名
的互联网业界专家组成。

360集团董事长周鸿祎介绍，现
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一切皆可编
程，万物均要互联”的时代，网络攻击
的危害已经扩展到关键基础设施安
全、社会安全、金融安全、个人安全乃
至人身安全。网络安全从“信息安
全”时代进入了“大安全”时代。

本报讯（唐瑞遆姝辰记者王媚）近日，
记者从陕西宾馆获悉，近期陕西宾馆迎来会
议季，先后接待30余场大型会议。

记者获悉，为提升会议服务质量，确保

各场次会议的圆满召开，工作人员需要提前
开展各项会务筹备工作，对会议场地和会议
设备进行精心布置和反复调试。

同时，加大安全巡查巡检频次，严禁无

关人员与车辆进入会议区域，确保会议期间
车辆停放安全有序，水、电、气、空调设施设
备安全运转，充分做好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从严从实从细做好服务保障。

陕西宾馆完成会议季任务
本报讯（王海龙记者冯红林）

11月6日，由陕西送变电工程公司施
工改造的西安330千伏东郊变电站
及110千伏母线恢复运行。

西安330千伏东郊变电站装设
有 3台 240兆伏安变压器，自 1999
年 5月投产运行后，属于西安东郊
的重要电力枢纽。为解决设备长
期运行以来的诸多缺陷，加强东郊
变 110千伏设备运行的可靠性，提
供迎峰度冬负荷的有力保障，本次
改造工作从 10 月 2 日开始，更换
110千伏母差保护 2套、故障录波 2
套、母联保护 1套、分段保护 1套，
1、2 号主变保护更换，3 号主变改
造，新增保护屏9面，二次电缆敷设
15公里。

面对本次工程的工期紧凑，该
公司各级领导亲临一线指导，现场全
体人员全力以赴，克服了时间紧、任
务重、改造复杂、安全风险大的诸多
困难，为第一阶段的工程改造顺利完
工打下了良好基础。

铜川43座
光伏扶贫电站并网

360安全大脑获评
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

西安330千伏东郊变
前期改造投运

PPF携中信开展多项合作

双方代表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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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东欧地区国际金融和投资集团
PPF集团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双
方将充分发挥在各自领域的优势，开展全方

位、多领域合作。捷信集团作为PPF集团的
子公司，将在中国市场联手中信集团旗下企
业，共同筹备和推广双方在相关领域的项目
合作。

PPF集团是中东欧地区最大的国际金
融和投资集团之一。其业务横跨欧洲、俄罗
斯、亚洲及北美市场，投资领域覆盖银行、金
融服务、电信、房地产、零售、保险、矿产业、
农业及生物科技领域等诸多领域。作为PPF
集团的子公司，捷信集团是国际领先的消费
金融服务提供商，业务遍及中东欧地区、独
联体国家、亚洲及美国。捷信集团在包括中
国在内的全球10个国家开展业务，服务的客
户总数已经超过了 1.06亿，活跃客户 2900
万，拥有超过42万个线下贷款服务网点。目
前，捷信集团在中国的业务已覆盖29个省份
和直辖市，312个城市。

PPF集团和中信集团将以此为基础，建
立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以共同发展、
合作共赢为目标，实施战略计划。

捷信集团将发挥优势与中信集团旗下
金融企业共同开发新型金融产品并开拓市
场；在资本运作领域合作方面，双方将在股

权投资领域探索合作机会；在联合销售方
面，双方子公司将在中信联盟项目的筹备和
推广开展战略合作，并建立统一的多渠道
B2C平台。PPF集团旗下的捷信消费金融有
限公司将在这个平台上提供所在公司以及
联合开发的消费金融产品。

对于此次战略合作，PPF集团执行委员
会委员Vladimir Mlynar 表示：“非常荣幸此
次合作能够成为中国‘新丝绸之路’实施的
组成部分。中信集团是中国优秀跨国企业
的代表之一，在中国国内和国际市场树立
了很好的信誉与企业形象，并取得了显著
的经营业绩。通过与中信集团在多领域的
合作，将更加丰富 PPF集团旗下企业在中
国的业务发展，并能够助力集团企业更好
地为中国消费者服务。”捷信集团首席执行
官翁德雷·弗里德里奇表示：“此次备忘录
的签署对于捷信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里
程碑意义。通过与中信集团旗下企业的联
手，我们将在产品开发和市场渠道布局上
持续发展，进一步加强我们在中国的市场
地位。”

文/图本报记者任荣魏彤

本报讯（记者任荣魏彤）11月 8日上
午，快手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宿华在第五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物联网：连接无处不在”主
题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阐述了短视频在万
物互联时代的无限可能。他表示，过去一年
已经有超过1000万人在快手社区获得了收
入，改善了生活。

宿华在演讲中表示，科技一直在推动记
录与连接的革新，让记录的成本下降、效率提
高。目前，短视频已经成为人与人连接、人与

世界连接的最佳载体和最有温度的连接器。
“短视频的记录可能是历史上门槛最低

的，过去文字记录是不到 10%的人留下来
的，而今天用短视频记录生活，90%以上的人
都可以参与。”宿华说，4G时代短视频应用开
始萌芽，如村村通一样，建立了一条全新的
连接通道。

海量的用户不仅生产内容和互动，也开
始在快手获得收入。宿华提供的数据显示：
过去一年，超过1000万人已经在快手社区里

获得了收入，通过直播、带货、代言的方式改
善了自己的生活。在快手，每天有1.3亿人
记录、分享和互动，并产生3亿次点赞。

目前，在普惠价值观推动下，快手已经
在改善个人生活、赋能行业发展、传播社会
正能量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宿华最
后表示，面对更大的机会和用户需求，快手
将继续发挥自己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
计算机视觉方面的优势，用有温度的科技提
升每个人独特的幸福感。

快手助1000余万人获得收入

11月8日，拼多多创始人及CEO黄峥在
乌镇举办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表示，
电商企业参与扶贫工作，核心是利用互联网
的优势，解决农产品流通问题，让贫困地区
有产就有销，多劳能多得。

作为一家成立三年的“新电子商务”平
台，拼多多平台已汇聚 3.44亿用户和超过
200万商户，希望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和技
术应用，对现有商品流通环节进行重构，持
续降低社会资源的损耗，为用户创造价值的

同时，也致力于为中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作出应有的贡献。

据黄峥介绍，平台创立之初，团队便发
现，“拼”的模式，能在短时间内聚集海量需求，
迅速消化掉大批量的当季农产品，为中国农
业突破分散化的制约提出了新的答案。拼多
多用3年的时间，为分散的农产品整合出了一
条直达3.4亿消费者的快速通道。经由这条
通道，吐鲁番哈密瓜48小时就能从田间直达
消费者手中，价格比批发市场还便宜；以前一

度滞销的河南中牟大蒜，现在打包卖到了北
京，价格只有超市的四分之一。经由这条通
道，平台将全国679个贫困县的农田，和城市
的写字楼、小区连在一起，成功建立起了一套
以“拼”助捐的可持续扶贫助农机制。

黄峥公布了拼多多扶贫助农的成果,“过
去三年，拼多多平台已累计帮扶13.96万户
建档立卡扶贫家庭，产生超过21亿笔助农订
单，累计销售109亿斤农产品，相关交易总额
达510亿元。” 本报记者张永宁

拼多多持续发力电商扶贫助农

11月8日，携程发布2018年第三季度财
报。记者在财报中看到，携程第三季度净营
收为94亿元。其中，住宿和交通两大业务均
营收36亿元，度假和商旅分别营收14亿元
和2.67亿元。从数据来看，携程正获得更多
年轻消费者青睐，其中，29岁以下消费者使
用增长最快。

携程首席执行官孙洁表示，携程和去哪
儿两个品牌在中国拥有1.3亿交易用户，每
年平均在平台上消费超过5000元人民币。

年轻化用户结构也是携程增长潜力的来
源。35岁以下的用户比例在过去5年里稳
定保持在70％左右，年龄在29岁以下的年
轻用户增长最快，占比已经从30%增加到将
近50％。

记者了解到，第三季度高铁游项目为携
程带来新的增长端。将酒店、景区门票和高
铁票一起以打包优惠的形式出售，在一些家
庭出行场景中受到欢迎，首月内日订单量的
峰值就达到了10万单。这不仅是携程近期

推出的重大产品创新，也是旅游行业里首家
专门推出高铁旅游的企业。

携程执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说，高铁游
将随着高铁网络的铺设而成长为一个万亿
级市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
网络，总长度达2.5万公里，是整个欧洲铁路
系统的两倍。到2020年，高速铁路将连接
80％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这将使得在中
国旅行变得非常方便和经济。

本报记者王媚

携程发布2018年第三季度财报

本报讯（王同利 吴蕾 记者
冯红林）近日，由国网铜川供电公司
印台王益供电公司建设的国家级
重点扶贫项目，印台区与宜君县43
座 10千伏分布式光伏电源村级光
伏扶贫电站并网发电，将带动2643
户贫困群众受益，户均年增收达
3000元以上。

本次工程共涉及印台区光伏
电站 41 个，宜君县 2 个，光伏电站
建 设 规 模 14536 千 瓦 ，总 投 资
830.3709 万元。工程新增配变 38
台，更换配变 3 台，新建及改造 10
千伏架空线路 13.147 千米，0.4 千
伏架空线路 1.718千米，新建 0.4千
伏电缆线路 1.43 千米，更换电杆
284基。

据悉，印台区政府积极探索，
抢抓该区被列入国家“十三五”期
间第一批光伏扶贫项目计划机
遇，筹措资金 1.05 亿元，在全区所
有贫困村建设了村级光伏扶贫电
站各一座，总规模 14.536 兆瓦。
全年预计发电 1598 万度，收益
1358万元。不仅可以让 2643户贫
困群众户均年增收 3000 元以上，
还可以为各村集体经济增收 10余
万元，让光伏产业发展与光伏扶
贫互惠共赢，成为全区脱贫攻坚
产业扶贫新亮点。

本报讯（记者魏彤）11 月 7 日
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推荐委
员会正式公布了 2018年的世界互
联网领先科技成果，360发布的安
全大脑获评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
科技成果。

据了解，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
成果推荐委员会由47名海内外知名
的互联网业界专家组成。

360集团董事长周鸿祎介绍，现
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一切皆可编
程，万物均要互联”的时代，网络攻击
的危害已经扩展到关键基础设施安
全、社会安全、金融安全、个人安全乃
至人身安全。网络安全从“信息安
全”时代进入了“大安全”时代。

本报讯（唐瑞遆姝辰记者王媚）近日，
记者从陕西宾馆获悉，近期陕西宾馆迎来会
议季，先后接待30余场大型会议。

记者获悉，为提升会议服务质量，确保

各场次会议的圆满召开，工作人员需要提前
开展各项会务筹备工作，对会议场地和会议
设备进行精心布置和反复调试。

同时，加大安全巡查巡检频次，严禁无

关人员与车辆进入会议区域，确保会议期间
车辆停放安全有序，水、电、气、空调设施设
备安全运转，充分做好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从严从实从细做好服务保障。

陕西宾馆完成会议季任务
本报讯（王海龙记者冯红林）

11月6日，由陕西送变电工程公司施
工改造的西安330千伏东郊变电站
及110千伏母线恢复运行。

西安330千伏东郊变电站装设
有 3台 240兆伏安变压器，自 1999
年 5月投产运行后，属于西安东郊
的重要电力枢纽。为解决设备长
期运行以来的诸多缺陷，加强东郊
变 110千伏设备运行的可靠性，提
供迎峰度冬负荷的有力保障，本次
改造工作从 10 月 2 日开始，更换
110千伏母差保护 2套、故障录波 2
套、母联保护 1套、分段保护 1套，
1、2 号主变保护更换，3 号主变改
造，新增保护屏9面，二次电缆敷设
15公里。

面对本次工程的工期紧凑，该
公司各级领导亲临一线指导，现场全
体人员全力以赴，克服了时间紧、任
务重、改造复杂、安全风险大的诸多
困难，为第一阶段的工程改造顺利完
工打下了良好基础。

铜川43座
光伏扶贫电站并网

360安全大脑获评
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

西安330千伏东郊变
前期改造投运

PPF携中信开展多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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