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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文博会12月10日盛大开幕
文化产业项目签约超50亿元

三亚文博会将于 12 月 10 日下午 3 点
隆重开幕，来自国内外 98 家知名企业和单
位将汇聚一堂展示其文化产品精髓以及
魅力。9 日，三亚文博会文化产业重点项
目推介会暨签约仪式在三亚湾红树林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会上对省市重点文化产
业项目进行了推介，还举行了三月三民族
文化广场等三个项目总计超 50 亿元的项
目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上，三亚文化产业博览会组

委会主任周成泉介绍了文博会筹备进展
情况，本届文博会 9 大主题展馆共 390 个
展位被 98 家国内外知名单位与企业一抢
而空，1.2 万平方米的主展区将进行大三
亚圈展馆、“一带一路”展馆、创意动漫展
馆、影视智慧展馆、非遗及本土文化展馆、
旅游文化展馆、海洋文化展馆、体育休闲
文化展馆、景德镇陶瓷艺术文化展等主题
展示，展馆目前均已装修完毕；亚龙湾热
带天堂森林公园、天涯海角游览区等 13 个

分会场推出了精彩纷呈的活动，通过海南
岛本土居民凭身份证优惠购票或免票等
优惠，让更多的群众走近文博会分会场感
受三亚本土多元文化的魅力。

三亚市文化产业办公室主任蒙绪彦公
布了三亚市 2013、2014 年海南省重点文化
产业项目名单，对三亚千古情二期、三亚
罗蓬外交庄园、动漫基地、国际玫瑰谷四
个文化项目进行了推介。三亚罗蓬外交
庄园、动漫基地和三月三民族文化广场进

行了现场签约，而动漫基地的签约标志着
三亚市优秀漫画作品闯出海岛，总投资 10
亿元的三月三民族文化广场项目将填补
黎族文化保护、传承、研究、开发、体验等
空白，总投资约 25 亿元人民币的三亚罗蓬
外交庄园将对三亚所处的“一带一路”支
点城市转型升级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文博会开幕期间将举行优秀文化企业
系列评选活动颁奖晚宴、文化与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高峰论坛及三大主题日等精彩纷

呈的活动。缤纷活动中，除了打柴舞、崖州
民歌、织黎锦等丰富的海南非遗文化项目
展示外，还将有新媒体互动、自行车试骑、
足球表演、COSPLAY 表演以及世界小姐们
带来的美丽文化，各类活动与海南本土文
化交融互动等精彩瞬间，会带给参观者耳
目一新的感受。

（文/何雯）

从手动跨入自动记账时代

田甜是一位 85 后新晋妈妈，自从生
了孩子，合理花好每一笔钱成为她在心
中对自己的要求。

“周六，礼金收入 1000 元，郊区旅游
聚餐，支出 500 元；周日，淘宝买了一个宝
宝帐篷，128 元；淘宝购买宝宝英式长袖
内衣 4 件，196 元；周一，支付保姆看护 7
至 15 日的家政费用，240 元；周二，充值公
交卡 200 元；周三，淘宝购买惠氏宝宝洗
衣液组合装，59.9 元……”

这是田甜的“随手记”账单，她坦言，
“有了孩子之后，让我们夫妻俩更重视对
生活的规划，既不能影响生活质量，也要
做好收支管理，减少不必要消费，把钱花
在刀刃上。”

其实，像淘宝这样的电商平台几乎都
会在年底发给消费者年度电子账单，一
年的购物支出，一目了然。“以前，每次看
到自己的电子账单都会有‘剁手’的冲
动，后悔不该因为一时冲动买些不太实
用的东西，积少成多，钱不知不觉就没
了。现在几乎每笔开销都会随手记，一
开始会觉得麻烦，但两三个月之后，会看
到自己哪些钱是可以少花或不花的。”田
甜说。

记者在应用市场下载了排名第一的
随手记，试用后发现，账目分类全面细
致，从宠物宝贝、腐败聚会，到送礼请客、
孝敬家长，再到投资亏损、意外丢失、烂

账损失，几乎把日常所有开销都进行了
细分。记账后通过随手记自动分析的图
表和消费报表，可以清晰了解自己的消
费习惯。如果有经常重复性的支出，用
户还可以选择建立收支模板，一键记账。

如果把简单的手工输入记账看做是
1.0 时代，那么进入“刷卡”时代，很多用
户的日常消费是通过“刷卡”或“网络支
付”完成，自动智能化的记账服务更像是
记账管理的 2.0 时代。

今年夏天，国内传统互联网巨头网易
推出的个人记账理财管理 APP“网易有
钱”，可以通过信用卡、银行卡、个人收
入、支出等基本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实现
网银、信用卡、支付宝等账单的自动同
步，实现自动记账。

在此之前，支付宝、京东也纷纷上线
了记账功能，记账理财类 APP 正在成为
巨头盯上的一块“香饽饽”。目前，以随
手记为代表的主流记账理财软件基本已
实现了通过扫描银行短信模板、通过导
入邮箱信用卡账单，实现了自动记账。
此外，语音记账和拍照记账等方式的推
出，也让手动记账越来越简单方便。

流量入口引巨头抢滩布局

巨头纷纷抢滩记账类 APP 市场，瞄准
的或是其流量导入的潜力和成为互联网
金融理财下一个“入口”的市场潜力。

“支付宝钱包里的记账本整合了我在

支付宝上所有的财富形式：现金、余额
宝、支付宝、信用卡、储蓄卡；因为支付宝
帮我记了很多我忘记的账，打车、吃饭、
缴费、买理财，都能动态掌握财务余额变
化。”上班族蔡璐说，“所以，每次发了工
资之后，我几乎都会把钱打到这里，有一
种全部掌控自己财务的感觉。”

据艾瑞咨询最新发布的《2015 年中国
生活理财移动 APP 行业研究报告》分析，
生活理财移动 APP 月均覆盖人数 2036.7
万人，日均覆盖人数 430 万人，并且人均
单日使用次数达到 2.7 次。其中，男性用
户占比达到 63.5%，女性占比达到 36.5%；
已婚有小孩的男性用户占比达到 66.5%，
女性用户占比达到 33.5%。

从单身男女到已婚青年，记账 APP 覆
盖用户范围之广，市场潜力之大，足令各
方觊觎。

据易观报告显示，记账类 APP 软件的
日均启动次数正在快速上升，排名前三
的产品日均启动次数多达 20 万至 60 万
次。2015 年第一季度，排名前三的记账
理财 APP 分别为随手记、卡牛信用卡管
家以及 51 信用卡管家，这三家的活跃用
户规模均超过百万。

互联网理财掘金记账大数据

作为互联网金融个人理财的重要入
口之一，记账类 APP 记录的不仅是数以
百亿计的资金规模往来，更真实详细地

反映了用户的消费习惯和能力。在这些
千万用户每天记账的大数据背后，蕴藏
着互联网理财的巨大富矿。

“在为个人与小微企业用户提供全面
的账务管理服务与理财服务时，获取的
客户消费、收支以及资产信息对于以银
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具有非常大的
价值，对于流量入口来说，记账理财 APP
的用户数据价值对于其吸引力更大。”易
观智库分析认为。

目前，以随手记、51 信用卡、挖财、卡
牛为代表的记账理财 APP 已有了上千万
活跃用户的信息数据，未来向以银行为
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提供数据以及数
据挖掘等技术方案，有望成为其主要的
盈利模式。随手科技创始人、CEO 谷风
看来，记账 APP 或有两个盈利路径：一是
通过平台为基金、P2P 产品导流赚取佣金
或广告费用，进行理财产品营销；二是基
于信用卡数据征信开通个人贷款业务。

虽然记账 APP 成为业界“蓝海”恐是
不争的事实，但若想成功抓住市场机遇，
前路仍需闯关。比如，提供的理财产品
实质上仍难逃帮基金公司代售的诟病。
目前，面向用户提供的免费记账服务，在
没有现金流的情况下，与银行或是第三
方 基 金 公 司 的 谈 判 缺 乏 足 够 的 议 价 能
力。此外，记账涉及用户个人隐私，信息
安全也成为潜在隐患。

（据《北京晚报》）

据报道，美国人体绘画艺术家特瑞
娜-梅里（Trina Merry）在一项艺术项目
中用人体作为模型，通过彩绘将其“隐
身”入世界著名历史遗迹，其中包括中
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梅里精湛的
艺术技艺让人叹为观止。考验你眼力
的 时 候 到 了 ，快 来 找 一 找 模 特 的 身 影
在哪里？（小编觉得下图第三张找起来
比较费神） （腾讯）

美国彩绘模特
“隐身”世界历史遗迹

图说
支付方式重塑

记账APP
成下一个风口
吃饭、出行、通讯、购物、健身、聚会，乃至充值水电煤气、旅游休

闲、学习进修……在移动互联时代，当现金交易逐步被“一键支付”

“扫一扫”所取代时，看似饱满的荷包总是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干瘪，因此，记账成

为不少消费者的生活习惯之一。从手动输入记账，到智能的自动化记账，随

着移动互联网对人们生活方式的重塑，“互联网+记账理财”也逐步成为流

量导入，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下一个“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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