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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29716元，
中奖总金额为1869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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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省销售额为273018元，全省中奖总金额
为505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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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24739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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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5299期

中奖号码：657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4976110元
和8704362元。

“排列3”、“排列5”第15299期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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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注总额为 163647991 元,1745843042.56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时隔两个月后，国内汽、柴油
价格或将再度迎来下调。11月 3
日是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本
计价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总体呈
下跌走势。市场预测，本轮汽、柴
油价格或将迎来下调，每升调价幅
度在1角左右。

新华社石油价格系统2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10月30日一揽子原
油平均价格变化率为负4.22%。据
此测算，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下
调120元左右。11月2日是本计价
周期的第九个工作日。

本计价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
震荡较为剧烈。对于国际石油市
场供大于求的担忧一度主导市场
情绪，美元走强也降低了以美元计
价的石油产品的投资吸引力。但
随后，美国石油钻井平台数量再度
减少以及主要石油公司减少投资
等消息，对国际原油价格构成一定
支撑。

如果此次油价下调兑现，将是
今年以来第 10 次下调成品油价
格。市场机构金银岛分析认为，近
期市场对全球供需过剩的担忧情
绪再度抬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原
油产量维持高位，面对疲软的市场
需求，各产油国争抢市场份额的决
心并未发生改变，这令国际原油价
格延续低位震荡。

市场预计，新一轮调价周期伊
始，国际原油价格变化率或仍位于
负向运行区间。鉴于后期国际原
油价格震荡中或有反弹，一揽子原
油平均价格变化率运行轨迹或将
转向，新一轮调价方向暂不明显，
存搁浅或小幅下调的预期。

从国内市场看，东部部分地区
将陆续开展国Ⅴ汽柴油置换工作，
或会导致资源供应趋于紧张，对价
格有所支撑。但目前国内整体资
源供应仍属宽松，即使此次下调
汽、柴油价格，也难以改变市场总
体低迷的局面。

截至目前，今年国内汽、柴油
价格已经历20轮调价周期，其中9
次下调，7次上调，4次“搁浅”。汽
油价格每吨累计下调315元，柴油
价格每吨累计下调370元；折合90
号汽油零售价格每升下调0.23元，
0号柴油每升下调0.33元。

据新华社

和谐汽车牵手阿里汽车 让汽车消费上网、进村

几年后，站在村口也能收到网购新车
□记者 杨霄 文 陈晓东 摄影

核心提示 | 在天猫下单买
车、到和谐门店“提车+售
后”。昨日，阿里汽车与和谐
汽车在郑州达成此项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揭开了国内“互
联网+汽车”新渠道变革的
大幕，直扑整车销售、售后两
大传统市场。而进驻阿里平
台后，和谐汽车也会顺势将
劳斯莱斯、玛莎拉蒂等十余
个国际高端品牌植入线上市
场，借势进入更多国内空白
区以及直达农村。

“互联网+汽车”，会发生
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首先是价格。从这一刻
起，国内整车销售的加价时代，
将彻底沦为‘过去式’。”阿里汽
车总经理王立成称，河南人买
车，凭什么就比京沪深成本
更高？这是传统的区域代理
制、市场竞争环境带来的综合
结果。同时，又因异地购车的
诸多不便，绝大多数消费者只
能忍了。

但今天，当互联网解决了
消费信息对称，河南人完全可
以在网上选购北京、上海4S店
出售的新车。

“就像在网上买件衣服那样
方便。”王立成称，阿里汽车汇集
了国内9000万车主的大数据，
比如你的名字、车型、车牌号码，
以你为中心，不管你在哪个城
市、什么场景下，不管是买新车、
二手车，还是换轮胎、更换机油、
维修保养等，把你的车子相关的
所有服务都帮你配置好。”

事实上，催化这场变局的
酵母就是和谐汽车。如昨日双
方公布的“和谐—阿里汽车车
码头”战略发展计划显示：在两
年内合作建设300个网点，分
布在全国80个城市。这些网
点将由和谐汽车负责投资，为

阿里汽车解决网购汽车的线下
交付问题。同时，还可收取代
交车服务费、汽车保险、售后等
综合化服务，可谓一举多得。

“300余家网店将侧重于
国内三、四线城市布局，乃至

‘全国百强镇’市场。”和谐汽车
首席执行官刘风雷介绍说，未
来农村消费者网购汽车，可以
在村口等着送车上门。

一语概括，阿里有网、和谐
有“腿”，二者合作将打破此前
整车网销“最后一公里”的服务
瓶颈。但问题是，河南人真能
因此买到便宜车吗？

“当同一品牌、同款车型，

由全国的车商在网上公开竞
价，消费者当然高度掌控主动
权。”刘风雷称，“互联网+汽
车”构建出O2O新渠道后，将
对国内传统汽车分销模式形成
足够的影响力。比如，今后的
车商可能不靠卖车赚钱，而是
靠运营成本的综合控制与长链
条增值服务。

另据双方协议，在整车网
售模式搭建完毕后，车码头还
将探索二手车交易、配件及售
后市场、汽车全金融服务等诸
多领域。简言之，它将成为阿
里汽车的线下服务平台，深耕
多层级市场。

现实 | 购车“全国一口价”，河南人拒绝再做地域价差“冤大头”

“3月与马化腾、郭台铭把
酒言欢‘智能汽车’，11月又成
了马云‘战壕’里的中坚铁杆。”
今年以来，两度制造惊奇跨界
新闻的冯长革，足以闪爆国内
汽车界。

这个由河南发端的豪车销
售商，缘何热衷与网企拍拖，他
的利益诉求是什么？

刘风雷的一句话不经意间
透露本质，“不管是否与阿里合
作，和谐汽车都要自建一套连
锁化汽车售后服务大渠道。为
国内车主提供4S店级标准化

服务。同时，一定会在服务价
格上产生竞争力。比如，199
元整车保养一次。”

一语概括，冯长革正打算
在国内汽车市场造出一个“苏
宁”：看、选、买、用、修、卖，构建
一站式服务体系。

当然，与阿里结盟无疑令和
谐汽车欣喜。前者手中攥着
9000万车主的大数据、多如牛
毛的供应商资源，就是个送上门
的“财神”。如时下，和谐汽车正
打算将玛莎拉蒂、MINI、雷克萨
斯等十余个代理的国际品牌输

送天猫平台，这是最简单的生
意。而未来，通过阿里的品牌背
书，以及流量与供应商资源扶
持，自然能为和谐做大新渠道带
来四两拨千斤的价值。正因如
此，冯长革当然乐意帮阿里汽车
打通“最后一公里”。

再看阿里，对汽车消费市
场垂涎已久。简单地说，阿里
若想保持国内零售市场首屈一
指的地位，汽车消费市场绝不
可放过。

正如王立成称，今年4月，
阿里汽车才完成独立运营。但

短短数月，较去年同期的交易
规模已增长7倍。因此，它将成
为今年“双11”的主阵地之一。

换个角度看，今日阿里与
和谐的合作，相当于“阿里捆绑
苏宁”的简化版。其目的核心
只有一个：迅速将阿里系生态
圈植入汽车消费市场，获取更
大的交易规模。

试想一下，当阿里掌握更
多的客户需求、构建出完整的
汽车服务生态系统，无论是车
企、车商，还是金融服务商，谁
又敢不在阿里系“站队”呢？

深读 | 和谐急扩疆土、阿里强驱汽车圈，双方各取所需

再迎调价“窗口”
国内汽、柴油价格
或每升下调1毛钱

和谐集团与阿里汽车签约，左起依次为王立成、冯长革、刘风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