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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唯一一家专业从事机动车类拍卖公司

风之星现场拍卖公告
我公司受有关单位委托将于 2017 年

12月13日上午9：00开始举行旧机动车专
场拍卖会，具体事项如下：

1、拍卖标的：江铃、雅阁、全顺、雪佛
兰、丰田、依维柯、猎豹、江淮系列等车辆。

（具体详见拍品清单）。
2、参考价：详见拍品清单（请到本公司

领取）；
3、展示时间：2017 年 12 月 11 日起至

2017年12月12日（9：00—16:00）；
4、展示地点：合肥市包河区纬一路 16

号（安徽旧车交易中心院内）；
5、拍卖地点：本公司拍卖大厅；
6、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于

2017年12月12日下午16点之前来我公司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并缴纳每辆车2万元竞拍保
证金，竞投不成功，保证金将在拍卖会结束后
七个工作日内不计息全额退还竞买人。

咨询电话：0551-63877699
13605510217 陈经理

公司地址：合肥市包河工业区纬一路
16号(安徽旧车院内)

微信号：FZX63877699
安徽风之星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6日

司法网络拍卖公告
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定于2017年12

月 27 日 10 时至 2017 年 12 月 28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在“淘宝网”进行网络司法拍卖
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合肥市庐阳区九狮桥街 10 号（长江

剧院）501.503室房产，建筑面积约1737㎡，
用途为商办，起拍价1207万元。

2、合肥市庐阳区市府广场南天徽大厦C
座十八层 F 区房产，建筑面积约 211.99㎡，
用途为商办，起拍价141万元。

二、特别提醒：拍卖标的以实物现状为
准，若拍卖成交，现状交付，法院不负责清
场、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三、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公
告之日起至2017年12月26日17时止接受
咨询，看样请联系拍卖辅助机构。

四、注意事项：具体要求详见淘宝网该
标的拍卖公告、竞买须知等。具体事宜向安
徽精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辅助机构）咨询。

监督电话：0551－65352860
咨询电话：13505658345

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2017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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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17143期开奖公告本期开奖结果：4763766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17332期中奖号码：321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17332期中奖号码：3215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7143期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04、06、09、14、20、29
蓝色球号码：14

“安徽风采”电脑福利彩票
25选5玩法开奖公告第2017332期

中奖号码：03、07、21、24、25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7332期中奖号码：03、04、05、07、08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7332期 中奖号码：804

“翻身翻到天发亮，数羊数到手抽
筋”。现在，不少人都被失眠这一亚健康问
题困扰。但你知道哪个年龄段的人是失眠
人群中的主力军，又有哪些人易失眠吗？

5 日，阿里健康联合阿里数据等发布
《打败失眠症趣味数据报告》。报告基于
阿里巴巴零售平台消费数据，从电商角度
揭示了“面对失眠，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的真相。

报告显示，和脱发一样，失眠症状成
为阿里零售平台上的热门搜索词，而且

“失眠”一词的搜索热度常年居高。
从季节上看，每年9月开始，网购用户

对“失眠”的搜索将达到一年中的峰值，并
将持续到年底。

阿里零售平台数据显示，在对“失眠”
一词进行搜索的用户年龄分布中，年龄段

在 18~25 岁的 90 后人群占到总人群的近
四成，以压倒性“优势”战胜前辈们，成为
失眠大军中的主力。

在对失眠用户分析时，报告发现，年龄
在18~35岁的用户比例近80%，即10个失
眠人士当中有8位年轻人。数据还显示，每
100个失眠人士中大约有56位男士。

阿里数据还意外发现，在 18~25 岁失
眠人士的预购清单中，除常规保健品外，

“考研”类书籍赫然在列，这从侧面揭示
出，准备考研的人易失眠。

阿里数据通过算法研究发现，上海、
广州、北京雄踞中国失眠之城榜单前三
名。深圳、杭州紧随其后，再加上上榜的
南京、武汉、成都、重庆以及苏州，上述 10
城集中了全国最多的失眠人群。

▋据中新社

人工智能：
带人类进入前所未有的智慧社会

本次互联网大会上，人工智能成为大咖们热议的焦点。大咖们
预测，未来，人类会慢慢习惯进入一个人工智能无处不在的社会。

“人工智能方向很多，主要看具体场景如何落地。”腾讯董事
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说，目前人工智能和医疗结合应用超
乎想象，尤其是在医学影像识别方面，早期筛查肿瘤的准确率已
经超过普通医生的水平。

脸书全球副总裁石峰认为，人和机器可以互联互通。比如，
预测人脑中可能会想什么，让瘫痪病人大脑里的信息传递给机
器；通过大脑里的信息和指令直接让机器以比人类在智能手机上
快5倍的输入速度打字。

这些大咖被问及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未来人工智能会取代人
类吗？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说，人类对自己大脑的认识不到
10％，10％创造出来的机器不可能超越人类，与其担心技术夺走
就业，不如拥抱技术解决问题。

物联网：
让世界万物连接在一起

什么是物联网？有人举了一个例子：在药片中放入传感器吃
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蠕虫进入到身体里面协助医生做手
术。这些万物互联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地融入我们生活。

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获得者、“互联网之父”罗伯特·卡
恩提出“数字物体”互联网系统的现有物联网的拓展。“互联网解
决了人与电脑的连接问题，物联网将让世界万物连接在一起。”

“在这个智能互联网的时代，越来越多的设备都因具有计算、
存储、网络等功能而变得更加智能。”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
元庆说，在各种传感器的辅助下，这些智能终端可以不断地感知
周围环境，从而在云端汇聚成几何级增长的海量数据。

在工作场景应用中，将出现能自动学习用户使用习惯的智能
情境引擎，支持 24 种语言的服务机器人，混合现实智能眼镜等；
在日常生活应用中，将产生智能心电衣、智能电视、智能音箱等。

5G时代：
正在向我们走来

早晨醒来，智能家居已经为你煮好了早餐；出门时，你乘坐的
是无人驾驶汽车——这仅是令人期待的5G时代的一个侧面，5G
时代正向我们走来。在不久前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上，我国三大通信运营商表示，将于2018年迈出5G商用第一步，
并力争在2020年实现5G的大规模商用。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说，按规划2020年5G要启动
商用。5G 有三大应用场景：增强移动宽带，超可靠低时延，支撑
移动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发展。

美国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孟樸认为，5G时代的信息传播将会
是智能的、互联的、配备智能技术和传感器，支持人与人、人与物、物
与物，以及环境之间的信息交互，这将带来更多用户端的创新应用。

对于中国的 5G 时代，中欧数字协会主席鲁乙己非常看好。
“以中兴、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正在帮助欧洲部署家庭光纤网
络，今后这些家庭可能更青睐中国服务商提供的各种通信服务，
包括5G无线通信。”

人工智能、5G时代、物联网、网络安全……

全球互联网大咖口中的高频词
将如何影响我们生活？

预测人脑会想什么，机器人蠕虫协助医生做手术，智能家居煮
好早餐，无人驾驶汽车送去上班……在刚刚闭幕的第四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上，人工智能、5G时代、物联网、网络安全这些全球互联网
“大咖”们口中的高频词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据新华社

联合国副秘书长抵达朝鲜
时隔6年联合国高官再次访朝

当地时间 5 日下午 4 点，联合国负责
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一
行三人抵达朝鲜。这是时隔6年联合国高
官再次访朝。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
斯蒂芬尼·杜加里克说，这次访问是对平
壤一直以来邀请与联合国进行政治对话
的回复。据悉，菲尔特曼一行将于 8 日离
开朝鲜，期间将与朝方官员就“共同关注
的问题”进行讨论。联合国称这将是一次
涵盖范围广泛的政治对话。

费尔特曼原为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

据悉，此行他将会见朝鲜外相李勇浩和副
外相朴明国。

费尔特曼本次访问将全部安排在平壤
进行。本次是联合国对朝鲜罕见的高层
访问。联合国高官对朝鲜最近的两次访
问时间分别是2010年和2011年。联合国
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林恩·帕斯科
2010 年 2 月对朝鲜进行为期 4 天的访问。
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瓦
莱丽·阿莫斯 2011 年 10 月对朝鲜进行为
期5天的访问。 ▋据央视

山西前首富李兆会已被限制出境
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网执行信息显

示，被执行人李兆会，因不履行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法院已依法限制其出境。请
执行联动机制成员单位，基层协助执行网
络成员和社会公众协助法院执行。

李兆会被限制出境，与一笔逾 2.16 亿
元的执行金额有关，案件申请执行人为美
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据公开资料，李兆会，1981 年生于山
西，2005年毕业于武汉科技大学企业管理
专业。2003年1月，李兆会从父亲李海仓
手里接手海鑫钢铁集团，担任集团董事长
兼总经理，2008年荣膺山西最年轻首富。

迎娶明星车晓，让李兆会迅速被社
会知晓。当地传闻，彼时海鑫集团每个
普通员工都收到了 500 元的红包，而海
鑫集团的员工数量多达 9000 余人，从北
京请来的婚庆公司将整个县城布置得比
春节还热闹，处处张灯结彩，婚礼总共造
价 500 万元。

但正如婚姻破裂后赔偿 3 亿元的苦
果一样，这位首富现在却面临逾期贷款
的难题，甚至遭遇银行上门讨债。而业
内外普遍认为，长期的家族内斗以及李兆
会的“离位”，正是造成现在海鑫集团困境
的原因。 ▋据澎湃新闻

报告称90后成第一大失眠人群
你的睡眠还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