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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电商庆生大促

□ 丁宁

进入8月，不少电商都将迎来店庆。 比较主

流的电商， 如苏宁易购的818和亚马逊中国的

819，同时还有优购网、好乐买、中粮我买网等也

都将迎来庆生。

苏宁易购818：预热活动十分精彩

8月18日，是苏宁易购店庆日。 目前虽距今年

的店庆日还有一段时间，但预热活动已十分精彩。

据悉，今年的818大促定义为“全民发烧节” ，旨在

让每一位用户“发烧” ，让每一位用户都喜欢。 为

调动用户积极性，本次818大促期间，苏宁易购将

首先放出“大招” ，通过微信、苏宁易购手机客户

端、易付宝客户端发放18亿元现金红包，回馈消费

者， 且红包不设任何门槛限制， 让广大用户可以

“任性”使用。 此外，从8月14日起，苏宁易购还将

开启连续7天的“高管送货”活动，幸运用户不仅

能享受高管送货的贴心服务， 还可以现场与高管

互动，并获得劲爆好礼。 除上述动作以外，苏宁还

将按不同时间点， 推出厂商品牌日、818幸运福袋

等多种促销产品组成的全布局， 以最大力度促销

和最多惊喜回馈消费者，点燃全民激情。

以笔者个人体验来看，苏宁易购的预热活动

还是十分给力的。 仅以18亿元现金红包抢不停

活动为例，只需在活动页面输入手机号码，点击

“立即领取” ， 红包就直接发放到使用该手机号

码注册的苏宁易购账号内。新会员还可在活动页

面提示框内注册为苏宁易购会员， 并领取红包。

活动期间每个用户只能领取1个苏宁易购818店

庆购物券，并随机获得1张6元/8元/10元全额无

门槛抵用券， 使用时间则为2015年8月4日至

2015年8月16日。 举例来说，如果是苏宁易购的

V2或V3会员，那么每个月都会赠送1张或2张免

运费券。 此种情况下，一旦抽中10元金额红包，

那么只要是购买苏宁易购10元及以下的自营商

品，均可实现全免费“0元单” 并包邮到家服务。

与此同时， 凡是购买第三方入驻卖家的包邮商

品，同样是只要10元及以下，便仍可以实现全免

费“0元单” 并包邮到家服务。

除此之外，苏宁易购还在近期推出超强无敌

券兑换活动。无敌券不仅可以购买苏宁自营和第

三方产品，还有大聚惠、团购、抢购、名品特卖、海

外购、S码也都全部通用，且可与其他券叠加。 目

前仅限V1-V3会员兑换，每个用户限兑一张，并

需在8月17日当天使用。 平时价值仅为1元钱的

100云钻，可以兑换3元无敌券；平时价值仅为5

元钱的500云钻，可以兑换10元无敌券；平时价

值仅为10元钱的1000云钻， 可以兑换20元无敌

券。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是苏宁易购的高级会员，

还会收到系统自动发放的“会员发烧券” ，金额

以6元最为常见， 并同样可以叠加在8月17日当

天使用。 预计到8月17日当天，除秒杀和团购之

外，各种全免费“0元单” 也仍会满天飞。

亚马逊中国819：满减活动成主打

7月末，亚马逊中国便宣布启动2015年819店

庆系列活动。2015年8月3日至8月21日，亚马逊中

国819店庆以“819购到嗨” 为主题，打造以“嗨

血拼” 、“嗨爆款” 、“嗨发现” 、“嗨支付” 、“嗨包

装” 为五大特色的网购狂欢。 据悉，在店庆期间，

亚马逊中国全站，包括自营、第三方平台及亚马

逊“海外购” 商店，全线32个品类逾万种品牌将

分别通过免费红包、5折直降、 超级镇店之宝、爆

款秒杀等方式进行促销。 尤其是超级镇店之宝，

将为精选爆款商品提供史上全网最优价格。

以笔者个人体验来看，亚马逊中国的促销活

动主要以满减为主。2015年8月3日至2015年8月

21日期间：品牌自营鞋包，满300元减150元；万

种自营商品，满190元减100元；精品指定自营商

品，满599元减300元。 除此之外，2015年8月3日

至2015年8月18日期间：建行银行IC借记卡金普

卡，满99元减10元；建行银行IC借记卡高端卡，

满99元减20元（每月限量3万份）。 而到店庆最

高潮的2015年8月19日至8月21日期间： 建行银

行IC借记卡的满减优惠则全部提升至满99元减

30元（每天限量1万份）。

优购网4周年：40元礼品卡成看点

今年8月是优购网的4周年店庆月， 其主题

则为店庆放肆购。2015年7月27日至2015年8月3

日为店庆第一周， 主题是生活周；8月3日至8月

10日为店庆第二周，主题是鞋靴周；8月10日至8

月17日为店庆第三周， 主题是服装周；8月17日

至8月24日为店庆第四周， 主题是运动户外周。

包括爱华仕、水星家纺、杉杉、康宁厨具、施华洛

世奇等家品均参加优惠活动，全场1折起，耐克、

阿迪达斯、三叶草等运动品牌，全场低至2折。

以笔者个人体验来看，优购网联合众多返利

网所推出的新人购物40元礼品卡尤为令人称

道。 比如说99元三件的特惠专场，如果再使用40

元礼品卡下单的话， 那么实际支付仅需59元即

可买到三件特惠商品。 随便就可实现全网最低

价，性价比堪称无敌。

好乐买6周年：1元购优惠券很给力

今年8月是好乐买的6周年店庆月。 这也可

谓是六周年庆限时狂欢，6天6夜，6大惊喜玩不

停。 2015年8月16日至2015年8月22日期间，每

天随机选择一个整点时间，该整点时间第一个提

交并成功付款的订单将获得一张等同于订单金

额的全场无限制通用券。 此外，每天两波劲爆限

时抢购、百万名品一折起、4大惊喜一口价、店庆

专享5折封顶、6分钟任你搬等活动，也是值得期

待的店庆大促。

以笔者个人体验来看，李宁品牌1元购优惠

券活动就非常给力。 即便算上10元运费，叠加优

惠券之后也非常便宜。 比如说11元包邮的李宁

运动帽，还有21元包邮的李宁单肩背，都是全网

最低价。

智能水杯加入硬件混战

直指大健康市场

□ 本报记者 王荣

喝水，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一件

事情， 但却成为众多商家的必争之

地。 Cuptime智能水杯、嘿逗安全水

杯、MATE云杯智能水杯、inou智能

保温杯等不断在争抢用户的眼球。

移动创业大潮下，智能硬件成为

众多创业者的首选，尤其是高频次使

用的水杯。智能水杯可以定制个人饮

水计划、记录饮水量、实现饮水数据

在朋友之间互动分享，这使得智能水

杯具有健康数据入口功能。

不过，单纯的智能水杯还不能组

成健康数据，还需将其与智能手表监

测心率与体温，智能水杯监测饮水状

况， 智能血压计监控血压等结合，丰

富作为健康大数据获取的多个入口，

以完善大健康平台。

花样翻新的智能水杯

现代都市人忙忙碌碌， 有时连

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但当你感觉

到口渴想要喝水时， 体内失水已达

到2%。 拼命挣钱，也不能怠慢自己

的身体。每天喝水的时间、水量都是

有讲究的， 要有一套适合自己的饮

水方案。

正是由于很多时候如何健康饮

水仅靠自身控制并不能达成，智能水

杯开始兴盛。比如较早涉足智能水杯

的麦开网， 推出的智能水杯Cup-

time在 2013年众筹近 140万元，

2014年全年销售量11万台， 获得天

使湾创投500万元首轮投资。 随后，

大量智能水杯开始面市。 分析发现，

大多数智能水杯都具备定制个人饮

水计划、记录饮水量、实现饮水数据

在朋友之间互动分享，也可以在水温

过高时进行提醒。

但由于竞争激烈，不同的智能水

杯还会附加各种场景。 例如，有自定

义服药提醒，避免不按时服药而引起

病情延误及不良后果。据卫生部公布

的资料显示：我国确诊的慢性疾病患

者已逾3亿人，不能按时吃药将进一

步恶化病情及危及生命健康安全。又

或者还具有TF卡音乐播放功能，插

上内存卡就可以播放TF卡上的预存

音乐文件，全频立体声喇叭，音质堪

比传统电脑音箱，完美替代传统电脑

音箱； 内置增强式FM收音天线，可

以随意切换频道。

事实上，智能水杯的功能都是类

似的，传感器读取喝水量，比如压力

传感器负责监测每次喝了多少水；加

速度、角速度传感器可以监测水杯的

动作轨迹， 知道是在喝水还是倒水；

温度传感器可以判断环境温度和水

温，为喝水计划提供参考。

换句话说，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推

动了智能水杯诞生，不过，物联网技

术还需完善，例如智能水杯检测水质

功能还无法实现，因为传感器精度达

不到要求。

水杯成为数据入口

喝水及水杯需求是刚需，智能水

杯最后是大数据。 也就是说，针对喝

水时间和水量的记录，系统后台会给

出一个恰当的健康提议。这些数据还

可以与家中其他智能硬件产品充分

结合共享，让它体现出价值。 与此同

时，在杯身上添加一块电子显示屏无

疑就为场景应用提供更多可能性。

不过，也有用户吐槽，从实际体

验来看， 温度检测功能形同鸡肋，没

有人会在意水的具体温度，除非有特

殊需要。而在目前智能硬件数据共享

并未解决， 在不知道用户具体运动

量、详细生理数据情况下，饮水建议

并无太多实用之处。 另外，作为生活

必需品，普通水杯售价较低，然而，当

水杯被赋予智能含义后，价格却径直

攀升到高档层次的动辄数百元。

虽智能水杯热潮涌动，但作为智

能硬件才刚刚开始，未来产品还需多

样化、多功能和大数据的强化。 且单

一设备难以为用户健康提供解决方

案。大健康平台数据搭建的所有功能

实现都是基于硬件，通过对不同产品

收集的数据简单整合，获取个体消费

者状态，当消费者打开APP时就看到

一面数字化“镜子” ，可以看到自己

的数字化、效果状态。因此，除单品智

能化，各智能硬件需要打通，智能手

表监测心率与体温，智能水杯监测饮

水状况，智能血压计监控血压等。

据悉， 麦开和Bong两家国内做

智能硬件的公司也在数据互通上达

成合作，BongⅡ智能手环、Lemon

体重秤、Cuptime智能水杯等智能

硬件产品将实现互联互通，第一步是

在Bong� App中可以查看到Lemon

体重秤或Cuptime智能水杯数据，

在麦开的App中也可以查看到

Bong手环数据。

可以预期，智能硬件收集数据需

在后来进行整合，将来还有更多智能

硬件加入健康数据整合平台。

数据服务公司不好当

对于厂商而言，智能硬件只是打

开用户市场的一个缺口。

目前智能硬件背后的厂家分为

几类：以纯硬件为首的公司，多以代

工为主；以软硬结合思维主导的硬件

公司，他们有互联网接入，更关注软

件给用户带来的体验和反馈；平台级

公司则会关注细分或垂直领域，掌握

着系统平台的最高权限。 另外，则是

数据服务公司。

目前众多公司均希望成为数据

公司， 掌握数据则意味着可以为用

户提供精准解决方案， 有机会分羹

大健康市场。 目前我国健康产业规

模已达2万亿元，到2016年，规模将

近3万亿元。 美国斯坦福大学长期研

究预测，2020年中国GDP将达80万

亿元，其中，健康产业市场规模将高

达8万亿元。 中国将成全球第二大健

康产业市场。

不过， 目前国内这样的公司不

多，智能硬件规模化是数据搜集的首

要条件。 其次，则是需对各家数据进

行整合，并能提供准确真实的后台数

据信息。而智能水杯的加入使得智能

硬件大家族更为热闹。 目前市场上，

大数据智能娱乐终端、 蓝牙牙刷、蓝

牙餐具、智能手环、智能运动鞋、智能

激光仪已产生众多产品，但还没有哪

一个细分领域市场开始放量大规模

出货。

就算是大家最看好的智能穿戴

中的手表与手环， 出货量也并不如

意。如苹果的Apple� Watch出来后，

也在不断地向下调整销售预期。最近

来自市场分析师的下调预期是：对

Apple� Watch销售预估已从2015

财年销售量的1100万台下调至1050

万台， 同时将2016年销售量从2400

万台下调至2100万台。 此外，对国内

公司的智能手表出货量也不看好。华

为在今年3月MWC上发布的手表，

有消息称，要到年底才能上市。

目前，国内的互联网、智能硬件

厂商已积累大量数据， 且数据还在

呈几何倍数增长，但数据的整合、挖

掘也才刚刚开始。 大型互联网公司

凭借用户基础， 且硬件产品积累的

数据更为丰富， 相对纯硬件厂商或

许更具优势。

新视界

借智能终端机 构筑无人餐饮零售业态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在“互联网+” 浪潮中，餐饮企

业也不甘示弱，餐饮O2O风起云涌。

与一些餐饮企业人工配送模式不同

的是，悠米盒子正在尝试无人餐饮零

售业态，并已在北京一些写字楼和公

司进行布局， 未来也将会在北京、上

海及省会城市全面铺开。除在写字楼

和公司布局智能终端机之外，悠米盒

子未来还会逐渐拓展品牌连锁加盟

店模式，最终实现全国覆盖。

探索无人餐饮零售模式

悠米盒子率先提出无人餐饮零

售业态概念，致力于做随处可见的美

食智能终端机，覆盖写字楼、社区、企

业内部及悠米盒子品牌连锁加盟店。

目前，悠米盒子已在北京多个高档写

字楼完成智能终端机的布点，并通过

独特机制确保品类进行不断地更新

调整， 保持消费者对口味的新鲜感。

除北京市场以外，悠米盒子将陆续在

大连、上海、武汉、郑州等地布局，预

计9月在北京实现300台布局，2015

年年底实现500台布局，且在目标城

市打造旗舰形象店，真正实现无人餐

饮零售。

悠米盒子智能零售终端的供应

方来自于悠米盒子私厨平台。 目前，

私厨平台是互联网餐饮行业热门领

域，其根本在于释放城市家庭厨房的

剩余产能， 没有线下实体作为支撑。

且该私厨平台与纯互联网状态下的

私厨平台存在本质区别，其更加注重

食品安全，所有私厨均具有餐饮许可

证和食品流通许可证，且定期将产品

送去相关检测部门进行检验，确保品

质及食品安全。“消费者可以到现场

全方位无死角地观察菜品制作过程，

食品安全方面完全不用担心。 ”悠米

盒子CEO李锦表示。

李锦表示，悠米盒子解决了现在

O2O餐饮业存在的几个“痛点” ：第

一，餐饮外卖市场很庞大，但在写字

楼点餐等待时间还是很长； 第二，当

前餐厨生态没有真正改变，厨师处于

雇员地位难以真正释放热情，而有水

准的厨师也很难迈出创业的一步；第

三， 目前私厨平台安全隐患重重，国

家监管将更加严格。“悠米盒子私厨

平台符合国家资质要求，我们提出的

透明厨房概念在行业中也算是领先

的，消费者足不出楼就能快速获得一

份可口的午餐，整个购买过程不超过

15秒。 ”

定价方面， 目前有4个价位，但

均在20元以下。 “我们做了调研，如

果价格再高， 城市白领就不容易接

受。 ”当记者问及目前定价是否能盈

利，李锦表示，公司会在短时间内迅

速实现盈亏平衡，年内实现盈利问题

不大。并表示，公司已进行融资，外部

资金有望助力悠米盒子发展壮大，但

公司并不希望做成烧钱换市场的商

业模式。

互联网只是手段

“对于送餐不太集中的区域，若

通过平台去配送的话，不管对餐馆来

说，还是对配送平台来说，成本实际

上很高。”李锦表示。“我们之前也想

过进行人工配送， 但当下这个环境，

如果实行人工配送模式就是血战。 ”

对于餐馆来说，配送成本实际上占到

总成本的20%左右。

餐饮业O2O当下发展如火如荼，

对于餐馆来说，配送成为首要难题。一

些自配送餐员的餐馆由于难以完成送

餐量，不得不取消大部分订单。在这一

背景下，第三方配送服务悄然兴起。但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 配送员还是很

紧俏， 一些配送公司车辆甚至打出

“长期招聘配送员”的广告，有些配送

员甚至会为好几家公司服务。

“我非常看好无人餐饮零售行

业， 现在的一个趋势就是餐厅服务员

越来越少， 无人零售是一个大的方

向。 ”李锦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随

着中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 年轻劳

动力逐步厌倦枯燥的餐饮服务行业，

服务人才短缺即将成为行业发展的瓶

颈。同时，由于消费者对于饭菜口味要

求的动态多元特征， 消费者对单一品

牌菜品的厌倦速度必然大大超过单一

品牌菜品的更新速度。 公司一方面在

写字楼中布局冷/热链售饭机，一方面

打造无人快餐连锁加盟平台。 即解放

人力需求，又迎合消费者习惯，打造高

效平台，允许多条品牌、产品线共同发

展，有效提升了这一生态系统的活性。

“我们是一个拥有互联网基因

的餐饮公司，但我觉得餐饮这个行业

很难被互联网颠覆，如果饭做得不好

吃，再互联网化也难以生存。 ” 李锦

表示， 餐饮行业是一个传统的行业，

菜品好吃，产品至上才是公司发展的

核心与关键。 而实际上，O2O这一概

念， 也一定要有线下实体作为支撑，

才能实现真正的商业闭环。

“互联网

+

”创新助推传统企业转型

□ 本报记者 傅嘉

“互联网+” 时代，信息消费迅

猛发展，量质齐升。而随着大数据、智

能化、移动互联、云计算等互联网信

息技术不断创新应用，互联网+传统

产业的深度跨界竞合，正在成为改变

和塑造经济发展与信息产业生态格

局的重要驱动力量。

8月6日，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

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子学在

“2015中国互联网+创新大会” 会上

表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统领的技

术创新与产业变革浪潮正汹涌澎湃，

颠覆式创新、 跨界创新密集发生，新

业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

为电子信息产业及各行业领域的转

型升级，以及新增长点培育提供不竭

的支撑和动力。 目前，我国电子信息

行业呈现出稳中有升、稳中有进的发

展态势，进一步成为稳增长、促转型

的重要力量。 主要表现为：行业增速

保持领先、投资增速持续放缓、对外

贸易增势疲软、 效益水平得到提升、

结构调整继续深化、自主创新成效显

著。电子信息行业从单一的业务模式

和产品形态发展为全产业链综合业

态竞争，软件、硬件和服务迅速整合

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面对经济发

展新常态、产业发展的新环境，政府、

企业和协会都必须转变观念、提高认

识、找准方法、狠抓落实，推动电子信

息行业做大做强，抢占新一轮产业竞

争的制高点。

此外， 多位专家也在会上表示，

智能终端作为互联网服务平台和入

口，就像吸铁石，不断在吸引着新企

业跨界入局，数字家庭、智能硬件、家

庭互联网等都蕴藏着巨大商业机会。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多媒体产业集团董事长、数

字营销产业集团董事长郭德轩表

示，长虹并不是一个“传统” 的企

业，在国内打造硬件+软件+服务的

全产业链模式，以智能战略为牵引，

创新发展模式， 通过电视等智能终

端建设“传感器” 网络，在国际立足

四川，推进国际化市场拓展，完善全

球产业布局，为全球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提供产品和服务，以人为中心，

不需要遥控器， 只用手机实现多屏

互联，实现互联网+时代的智能转型

之路。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

刘冰分析了目前我国网民发展情况，

并指出，当前我国互联网普及仍处在

由移动互联网拉动的增长期内。截至

2015年6月， 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

48.8%，网民规模达6.68亿。 其中，手

机网民规模达5.94亿，网民中使用手

机上网的人群占达到88.9%，呈高速

增长态势。随着手机终端大屏化和应

用体验的不断提升，上网设备逐渐向

手机端集中。

手机作为目前主要的智能终端，

智能手机销量更是逐日攀升，市场规

模扩大的同时市场份额也在不断飙

升。根据奥维云网（AVC）监测数据

显示，2015年中国智能手机销量将

达到49210万台， 与2014相比增长

16％。 未来几年也将保持平稳增长，

预计到2018年将达到60720万台。

智能手机的持续增长，为智能可

穿戴设备市场的拓展， 从设备基础、

使用习惯甚至是消费者生活方式等

多方面打下基础，未来也将呈现出爆

发式增长。奥维云网（AVC）副总裁

刘闯表示，随着市场上日渐增多的智

能可穿戴设备，以及在消费者中的日

渐普及， 预计2015中国智能可穿戴

设备市场规模将会达到4800万台，

与2014年相比增长68%， 消费额规

模达到192亿元，未来几年将呈现爆

发式增长，到2018年将达到14350万

台，消费额高达438亿元。

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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