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UK CEO

常程：

寻找速食文化惊人品种

□ 本报记者 殷鹏

历时10个月，ZUK首款智能手

机Z1终于浮出水面。 ZUK� CEO常

程是位性情中人， 这位身高超过

180公分的汉子， 在一个小时详述

ZUK与众不同的过程中，既有与他

的粉丝热烈互动，也有情不自禁的

哽咽。

作为ZUK首席执行官， 常程被

他的数百万粉丝叫作掌柜。 2015年

6月1日，常程出任ZUK� CEO。 而在

之前的2000年，他加入联想，并担

任笔记本事业部研发总监， 负责台

式电脑、 笔记本电脑等研发工作；

2011年出任联想集团副总裁兼移

动端到端软件平台总经理， 转身移

动互联业务；在2014年12月成为神

奇工场联合创始人之前， 曾主导孵

化并研发联想Yoga平板电脑和

K900智能手机。

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增长似乎

到了天花板，市场销量在下跌，但体

验式消费在升级、产品竞争在加剧。

苹果、三星地位已被华为、小米这两

个在国内最大的竞争者撼动。 市场

调研机构Canalys于8月初发布了

2015年二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调

查报告： 小米与华为两家中国手机

厂商市场份额均已超苹果 （基于出

货量）， 将苹果挤到第三的位置，前

两者市场份额分别为15.9%、15.7%，

三星与vivo分别排名第四、第五位。

而魅族、中兴、联想、锤子、一加在后

面虎视眈眈。

ZUK作为新品牌， 尽管这次推

出的Z1手机亮点不少， 包括指纹识

别、 手绘日历、 多任务集合一体的

Home键、 支持快充的4100mAh高

密度电池……但毕竟其他竞争者至

少已初具规模，而ZUK才刚刚起步。

常程反复强调的就是用户体验，他

说：“信任不能被购买，不能被下载，

不能立竿见影， 这在我们目前的速

食文化中算是惊人的品质。” 他希望

可以建立起这种价值观，言到此处，

他潸然泪下。常程透露，ZUK品牌定

位于以二三线城市95后群体为主的

年轻用户。 已是不惑之年的常程说：

“我女儿从来不用微信，有一次我转

了一个关于我们产品的信息， 希望

她也能转发。 她先装一个微信，转完

立刻把微信删掉。 她们不喜欢微信，

因为她们觉得父母都活在微信中，

突然间有一片天地没有这些巴拉巴

拉灌鸡汤的老人非常好。” 根据用户

群体特征，“让用户爽” 成为常程反

复强调的词汇。

与时下国内安卓机迭代速度形

成巨大反差的是，ZUK宣称一年仅

会推出一款新机型， 目的是将更多

精力投入产品打磨和用户体验的参

悟中。

虽为联想神奇工场一手扶持的

互联网手机品牌， 但常程说，“我们

不希望成为一个富二代， 我想传递

给团队所谓创业就是靠自己。 ”

实际上，ZUK早在品牌宣传期

间就已开始退去联想标签。 除产品

细节外， 无论是发售渠道还是代工

厂选择方面， 都能看出ZUK对联想

系的挣脱。 尽管联想手机在厦门拥

有自身工厂， 但Z1选用了曾为诺基

亚代工的比亚迪作为工厂。 常程解

释称，“联想在去年更多的精力是放

在摩托全球业务拓展上， 因此将之

作为备选，后续产品或会考虑合作。

而Z1对元器件供应商的选择方面，

则采用与高通、GE、 三星等全球厂

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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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消费 e流行

网购菜鸟必修课

□ 丁宁

由于网络购物的便利性，吸引越来越多消费者

加入网购一族。不过，对于网购菜鸟来说，还是需要

掌握一些必备知识才能顺利进阶。

最初尝鲜可考虑主流电商

目前来看，国内主流电商主要包括：天猫商城、

京东商城、苏宁易购、国美在线、亚马逊中国、当当

网、易迅网等，这几个也都算是老牌电商。而对于网

购菜鸟来说， 最初尝鲜网购可以只考虑主流电商。

毕竟上述电商的口碑和服务都还算不错，消费者即

便遇到消费纠纷，也很容易通过电商的400客服电

话来妥善解决。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主流电商为提高利润并降

低经营风险，其商品还分为“自营”和“第三方”两

种。 所谓“自营商品” ，就是主流电商自己进货、销

售、并负责最终售后的商品。 至于“第三方商品” ，

则是加盟主流电商平台的第三方店铺所销售的商

品，并由第三方店铺自己进货、销售、并负责售后服

务的商品。考虑到前不久已出现第三方加盟店铺售

卖假货的新闻，所以简单分析便可知道，主流电商

的自营商品要比第三方商品更为靠谱。至于如何区

分，则可以在主流电商的分类频道中勾选“自营”

这个选项，即可全面屏蔽第三方商品。除此之外，京

东商城和苏宁易购则有所不同，分类频道中并没有

“自营” 这个选项，所以就需勾选“京东配送” 和

“苏宁服务” 这两个选项，即可把两大电商的自营

商品挑选出来。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天猫商城虽是电商领

域中的销量冠军， 但除天猫超市等极少数频道属于

天猫官方自营外，其余店铺其实都是第三方加盟。 所

以对于网购菜鸟来说， 天猫超市频道也是不错的尝

鲜好选择，至于非自营的天猫店铺则要略差一些。

天猫未必就比淘宝强

长久以来，阿里巴巴旗下主要有天猫商城和淘

宝集市这两个“分舵” 。在天猫商城刚刚上线后，其

定位其实是淘宝集市的升级版。前者的性质是B2C

平台 （企业对个人）， 后者的性质则是C2C平台

（个人对个人）。 且前者在上线之初是承诺默认开

具发票的， 后者则是根据卖家自愿才开具发票的。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天猫商城店铺开始拒

绝开具发票，消费者向天猫官方的发票投诉也往往

无果而终。 所以仅从销售凭证来看，天猫商城未必

就比淘宝集市强。

除此之外，自从阿里巴巴纽交所成功上市之后，

一味侧重天猫商城的运营策略也开始发生明显改

观。 更为重要的是，天猫商城店铺运营费用也要明显

高于淘宝集市店铺。 再加上天猫商城取消好中差三

档评价系统，而采用5分评级系统，所以很多天猫店

铺对于消费者的1分评价也开始渐渐地有恃无恐甚

至熟视无睹。也是因此，仅从客观来说，一家皇冠级的

淘宝店铺，无论是口碑还是服务，其水准都要普遍高

于一家刚刚开业的天猫店铺。 如此看来，网购菜鸟还

是不可盲目迷信天猫店铺。 反倒是淘宝集市当中的

皇冠级卖家，才算是网络购物时的不错选择。

不让货到付款不是好电商

客观来说， 国内电商领域竞争已越来越激烈，

所以新店开张出血大甩卖也非常常见。但对于网购

菜鸟来说，陌生电商却不可轻信。 因为这些陌生电

商的服务究竟如何还不得而知，且网购菜鸟也无法

识别那些伪装成陌生电商的钓鱼网站所形成的诈

骗陷阱。

好在就目前来看，除天猫商城之外，京东商城、

苏宁易购、国美在线、亚马逊中国、当当网、易迅网

等这几个主流电商，均可支持货到付款服务。 网购

菜鸟即便玩不转网银，也可选择货到付款。 也正是

因此，对于那些不让货到付款的陌生电商，除专做

“海外购” 的电商之外，其它都不算是服务一流的

好电商，网购菜鸟还是回避为宜。最后要说的是，选

择货到付款其实还有很多便利，比如说开箱验货这

个网购老大难问题， 便可依靠货到付款轻松破解。

快递员在没有收到货款之前，往往都会在开箱验货

这一环节选择妥协。 网络购物时也更加从容。

不让开箱验货不是好电商

由于国内电商市场的逐渐成熟，很多主流电商

都拥有自有物流。比如说国内电商中的前三甲天猫

商城、京东商城、苏宁易购，这三家便只有天猫商城

没有自有物流，而京东商城和苏宁易购已早就拥有

自有物流。 而拥有自有物流的最大好处就是，避免

第三方物流快递暴力运输问题。消费者在网上购买

的商品，可以更安全地运送到家，极大地减少商品

运输时的破损概率。 更为重要的是，自有物流快递

员在服务态度方面也要更好一些。即便不是货到付

款的订单，通常也都可以开箱验货，网购菜鸟真正

可以做到买得放心。

除此之外，即便并不拥有自有物流，但只要电

商对自己雇佣的第三方物流快递监管到位，那么也

同样可以轻松实现开箱验货服务。而如果物流快递

员服务态度极差，并拒绝很正常的开箱验货，那么

无论是自有物流还是第三方物流，不让开箱验货也

都不是好电商。

开通快捷支付不是好事

为培养忠实用户，很多电商都会鼓励消费者开

通快捷支付功能，并经常采用5元或10元红包给予

开通者额外奖励。 而与常规网络支付有所不同，电

商所提供的快捷支付只要捆绑银行卡。那么在网络

消费时，就无须输入卡号和密码，而只需输入电商

平台快捷支付密码即可完成支付。 而就目前来看，

虽所有主流电商都支持快捷支付，但只有天猫等少

数几家电商，才会承诺一旦使用快捷支付发生资金

损失，那么72小时内拨打支付宝客服热线95188即

可申请全额资金赔付。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 快捷支付已出现很多诈骗

案件，所以无须开通网银即可使用的快捷支付，绝对

是弊大于利，网购菜鸟最好还是敬而远之。

3D打印快速自实验室走向应用

国内制造业或借机弯道超车

□ 本报记者 王荣

近日，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local�

Motors公司创造的3D打印汽车，是

一辆双门双座敞篷小车 ， 名为

Strati。它是一款电动车，后轮驱动。

根据官方消息， 它的最高速度为

80Km/h，搭载6.1kWh电池，续航里

程大约为100Km。

8月初， 一个9岁女孩右耳廓先

天发育不全， 首例以3D打印辅助的

耳廓塑型再造手术， 让女孩再造出

一个正常的新耳朵。

近年来，3D打印技术全面开花，

隔两天就会听到3D打印引领发展潮

流的相关报道。事实上，3D打印技术

席卷各行业领域，主要包括制作、医

疗、教育、考古、建筑和军事等领域，

3D打印技术已从实验室快速走向实

际应用。而随着技术的成熟，3D打印

将会应用在更多领域， 为人类生活

提供更多便利。

从实验室走向应用

3D打印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

作为一种革命性制造方式， 以数字

模型文件为基础， 运用粉末状金属

或塑料等可黏合材料， 通过逐层打

印方式构造物体。 目前已从原型制

造发展到打印功能的2.0时代， 未来

即将步入智能化3.0时代。

3D打印2.0时代首辆3D打印汽

车近期推出，这辆车在美国田纳西

州橡树国家公园制造出来，而不是

沿用一百多年前传承下来的造车技

术。 传统生产汽车过程中，采用的

是与1915年类似的造车方式。 就是

在生产线上， 组装上千个零件，才

能完成一辆汽车的生产工作。 而

Local� Motors公司却用3D打印技

术生产一辆汽车。 据报道，Strati的

设计还是很粗糙，它的仪表盘看上

去像用填缝枪一层一层粘起来的。

不过， 侧面车身很光滑， 与BMW�

i3（宝马）碳纤维外壳感觉很类似。

local� Motors公司负责人介绍，车

身是打磨后效果，为给大家看到碳

纤维材料能达到的效果，其他地方

则没有打磨。

据悉，3D打印是把碳纤维原料，

通过一层一层喷射出来的方式完成

车身制造， 所以可以直接打印出复

杂的车身结构， 比如带有能量吸收

单元的车身， 也可以把连接安全带

挂钩直接内嵌到车体中， 这样挂钩

会更牢固。 如果在事故中车辆被损

坏， 只需把发动机和悬挂等装置拆

下来，然后把车体融化掉，再重新打

印一辆车就行。

目前， 采用一体式碳纤维车身

的车子迈凯轮650S， 市场价格是30

万美元， 而是Strati只需要5000美

元。虽Strati不像是迈凯轮那样的豪

华车，但据媒体报道，这款车很可能

代替摩托车成为人们日常的代步交

通工具。

3D打印现已在医疗领域开始

较为广泛应用。 8月初，一个9岁女

孩右耳廓先天发育不全，首例以3D

打印辅助的耳廓塑型再造手术，让

女孩再造出一个正常的新耳朵。 去

年11月前后， 通过3D打印技术，一

个患有复杂瘤颈腹主动脉瘤老年患

者成功实施手术，另一位多节段颈

椎间盘突出伴椎管狭窄的患者也成

功手术。

艾瑞咨询分析师指出，3D打印

技术席卷各行业领域， 主要包括制

作、医疗、教育、考古、建筑和军事等

领域，3D打印技术已从实验室快速

走向实际应用。 而随着技术的成熟，

3D打印将会应用在更多领域， 为人

类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3D打印市场爆发

当3D打印从实验室走向应用，

直接推动的是打印机市场的发展。

根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4年，全

球3D打印机市场规模达到38.5亿美

元，预计2018年，市场规模将增长到

125.8亿美元。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

为，技术体系的完善、应用领域的拓

展及产业链的形成， 将推动全球3D

打印市场实现爆发式增长。

3D打印需求端主要分为工业

打印机和桌面打印机。 工业打印

机需求主要表现在航空航天、汽

车工业领域； 桌面打印机价格逐

步平民化，加上技术的突破、产品

性能的提升促使桌面打印机需求

不断扩大， 尤其在医疗领域和个

人消费市场。

海通证券分析师认为， 上一轮

工业革命中， 制造业主要通过批量

化流水线制造和集约生产来降低生

产成本，实现规模效益，3D打印将使

得制造业产业组织形态和供应链模

式重新构建， 让制造商与消费者合

为一体， 由此带来制造业的颠覆式

重构，带来无穷创新空间。

据悉，2014年，工业级应用在全

球3D打印机的应用领域分布中占比

达到20.2%。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

随着工业级设备的盈利预期， 新进

入厂商将会增加， 工业级打印机价

格将会进一步下降， 预计未来大规

模工业级应用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桌面打印市场同样广阔， 医疗领域

等应用已有所预期， 而在个人消费

市场上， 国际工业设计协会联合会

第27届主席李淳寅表示：“未来3D

打印技术会从为服务而设计转向为

自己享受而设计。 ”

据悉，5月美国利用3D打印技术

制成世界上首件4D打印连衣裙，所

谓4D打印就是在3D打印基础上增

加时间纬度， 该连衣裙成本约1.8万

元，用时48小时制成。

这也意味着， 随着3D打印产业

的快速发展， 未来的3D打印会更加

注重庞大的消费者市场， 更多追求

用户体验和用户追求， 其发展趋势

是每个家庭都能拥有3D打印机。

国内企业或可弯道超车

国内3D打印产业发展则更为火

爆，近年来，中国3D打印市场规模均

保持较高增长速度， 远远高于全球

平均水平；预计2018年中国3D打印

市场规模将超过200亿元；作为全球

重要制造基地， 中国3D打印市场潜

在需求旺盛， 未来中国将迎来3D打

印发展的春天。

同时也要注意到，我国3D打印

市场在发展成熟之前也存在很多问

题， 痛点与成长并存： 缺少原创的

核心技术， 现阶段企业研发投入欠

缺， 与产业发展要求不匹配； 国内

3D打印企业小而散，处于“单打独

斗” 初步发展阶段，产业整合度较

低， 企业较分散社会影响力有限；

降低原材料成本难度大，3D打印产

业化受阻。

5月19日，国务院最新公布《中

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提出现阶

段各国都在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

动三维(3D)打印、移动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

料等领域取得新突破。 纲领提出九

大战略任务和重点， 而3D打印就是

一个重点领域。

从战略层面看，3D打印可帮助

国内企业从设计、 制造层面实现弯

道超车； 鉴于其可以规避规模化生

产部分缺点如强周期波动、 产品同

质化等， 在某些领域可能成为未来

“分布式制造”基石。

在政府大力引导下，全国各地

积极响应对3D产业布局热情愈发

浓烈,3D打印产业园百花齐放。 目

前A股公司中，银邦股份、银禧科

技、 金运激光等众多公司涉足3D

产业。

新视界

游戏与

O2O

场景结合的新玩法

□ 崔良驰

尽管海海科技是一家今年1月1

日才成立的新公司， 但因其与海底

捞的千丝万缕联系， 一直备受市场

关注。 而在今年的ChinaJoy（中国

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大会上，

海海科技的展位也是备受瞩目。 其

旗下的海海游戏是全球最大O2O游

戏流量平台， 通过现场游戏微竞技

吸引庞大的地面用户进入游戏平

台。 在各种等位场景下，让玩家消除

傻等， 并增加乐趣， 这不仅可以为

O2O服务商提供精准的用户流量支

撑， 还可以为传统商家带来互动娱

乐新模式， 并为游戏开发者带来地

面用户，开创全新渠道。

帮海底捞等位顾客“打发时间”

为餐厅等位用户制造一些打发

闲暇时间的活动，比如美甲、擦鞋、

各种棋牌玩具等， 可以说是海底捞

的首创。 但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海

底捞发现大家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已

不那么迫切， 反而是手机中的游戏

更具吸引力。

作为海底捞的CIO （首席信息

官），同时也是海海科技的CEO（首

席执行官)，施琦在信息和传统领域

沉淀多年， 并对用户在等位时如何

打发时间萌生过很多想法。“我们希

望通过利用用户闲暇时间来给用户

和企业创造价值， 就自然而然地联

想到用游戏方式。 因为游戏本身就

是人的天性， 也会激发人们竞争和

脑力开发。 ”

现在的大多数游戏，比如手游、

网游在变化多端类型上虽萌生出很

多玩法。 但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成本

较高。 且有些比较抢手的游戏竞技

力度较高，获取成本自然也不低，参

与游戏也会受到很多限制。“我们想

要为用户节省时间， 提高利用率还

要丰富线下与线上的关系， 就成了

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基石和动力。”施

琦表示。

而与传统游戏互动营销不同的

是，海海科技首先是接入O2O场景，

其次是非常休闲化，解决作为手游和

大型游戏本身体量“重” 的问题，且

易上手，游戏类目比较广，通过与线

下接入的策划进行融合，任何人都可

以参与进来；最后就是比赛性、竞技

性强，通过比赛获得奖励。据了解，通

过实际接入的线下门店来看，参与海

海游戏平台的人数有十多万，总体参

与率达到80%以上。

场景扩张化身营销平台

“我们还与众多O2O企业进行

了深入合作， 比如这次协同参展的

宜生到家、嘟嘟美甲、海马玩、哥来

买、理大师、斑马网、易视眼镜、乐道

游戏等。 现场玩家参与游戏打榜，通

过排名给予这些合作品牌的兑换

券、手办（指定人物角色模型）、布

偶、抱枕等。 ” 施琦介绍说。

海海科技的做法在一定程度

上“颠覆” 了CJ过去的形象，这也

是海海科技想要拓展的方向：用互

动娱乐方式， 帮商家留住客户，帮

企业推广产品。“餐饮商家通过平

台和游戏留住顾客，也通过协调策

划到最后自助策划比赛，商家和顾

客之间从以前的单一服务模式变

化成真正的‘互联网+’ 。 通过用

户主动参与店面的互动得出的数

据进行营销互动是有用户基础

的。 ” 施琦表示，未来，将会有更

多游戏模式、游戏关卡、玩法方向

的改变及多屏互动， 并会与优质

游戏厂商合作推出重量级产品。目

的就是扩大商家，扩大用户，增加

消费者兴趣， 并会在全国各地大

面积推广。

但海海科技不会涉足游戏开

发。施琦表示：“我们只帮助商家、游

戏CP（人物配对关系）和顾客联系

到一起， 为他们提供服务， 娱乐玩

家，服务商家和游戏CP，然后搭建一

个桥梁，整合资源。 ”

目前， 海海游戏已有10余家合

作游戏CP。 “我们的政策都是开放

性的，让消费者说话，我们会先满足

消费者的心理。 在CJ以后会推出桌

游及多屏互动等新技术和应用。 并

将展开线下渠道推广， 目前已有覆

盖商场，地面推广也已到达天津、杭

州、武汉等地。 ”

（本文作者为品途网运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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