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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流行

智能家居推进有望超预期

□ 本报记者 傅嘉

作为中国家电行业发展风向

标，2015中国家电博览会 （以下简

称家博会或AWE）上透露出的智能

家电推进进展超过业内预期。 此外，

今年家电展台还专门开设了智能家

居专用场馆， 使得企业产业和方案

有了充分展示空间。 而从实际效果

来看， 企业的智能家居落地进展超

过业内预期。

互联网智能家居登台

互联网企业密集登台成为本次

家博会智能家居领域的最大看点。

根据京东资料显示，作为AWE2015

官方合作伙伴，京东在超过300平方

米的展位上搭建了一个完整的智能

家居环境， 以电商平台及智能产业

整合者的角度， 向参展的专业观众

生动展示了互联网时代理想的智能

家居生活场景，成为AWE2015上的

一大亮点。

根据场内布置，除在展馆内为观

众直观地描绘智能家居未来场景外，

京东在智能战略上的顶层设计与在

智能时代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成

为展会期间的热门话题。在“2015年

中国家电发展高峰论坛” 上，京东集

团首席营销官蓝烨指出，电商的互联

网基因让京东在智能时代身兼营销

先行者、技术支持者、产业整合者和

金融助力者四个重要角色，四位一体

的身份让京东形成完整的智能生态

链布局， 成为智能产业的最佳整合

者。 京东将通过与合作伙伴深度合

作， 推进家电行业的智能升级换代，

全面开启家电智能化时代。

2014年被看作是智能家电元年，

京东家电智能化之路正是始于这一

年。去年，京东推出大量搭载其“京东

微联” 的智能应用家电产品，成为市

场上第一个真正做到跨品牌、跨平台

智能设备控制、交互和数据汇集的电

商平台，大大加快了行业智能化升级

进程，全面开启家电智能化时代。

展会现场，京东以“智能家居”为

主题， 以京东智能客厅、 京东智能卧

室、京东智能书房、京东智能厨房和京

东智能健康几大分区分别对应不同的

生活场景。 从进入家门开始， 经过厨

房、书房再到卧室，各个场景下使用的

智能产品一应俱全， 参观者可以看到

不同品牌的空气净化器、空调、烟机、

热水器、灯具、净水设备、烤箱、插座、

加湿器、取暖器、血压计、血糖仪、电子

秤、智能夹子等智能产品，它们都通过

“京东微联”APP实现互联互通，参观

者可通过安装在智能手机上的“京东

微联”APP， 轻松操控所有加入京东

智能生态的智能产品， 让不同的智能

产品建立数据和操作关联。

除京东之外，360也在现场展示

了多个整体解决方案，并在原先的智

能概念中加入环保等理念。分析人士

表示，总体来看，虽在硬件上无法与

传统家电企业相匹敌，但互联网企业

重视用户体验，且产品设计更为灵活

等特点反而更加贴近用户的审美。从

家博会现场来看，年轻用户明显对互

联网企业产品更感兴趣。互联网企业

宣传不打明星牌，而是重视用户体验

度和参与度。

巨头下血本

从目前情况来看，家电企业和互

联网企业就智能家居的厮杀仍是好

戏连台。 3月11日，360宣布正式启动

智能家居战略。 360表示，将对公司

现有的云服务能力、 大数据平台技

术、在线营销平台、APP开发能力、开

放芯片组等资源进行全面垂直整合，

投资百亿元打造一个开放完整的智

能家居生态系统。

京东集团副总裁闫小兵在本次

家博会上也表示， 将会在2015年通

过渠道、 智能硬件、 云服务、 超级

APP、金融五大板块深入布局智能家

居。并表示，京东将会上线智能社区，

利用京东平台促进智能家居产品的

销售。“销售是刺激更多智能家居品

牌加盟京东平台最直接的体现，但京

东不会靠智能家居谋利。 ” 接下来，

京东表示将从线上拓展线下，发展更

完善的渠道体系。

闫小兵认为， 京东有区别于海

尔、 小米等智能家居平台的优势，可

以更好地将不同家居品牌互联，并产

生为品牌提供有价值的用户数据。去

年，京东推出了可操控不同智能硬件

设备的“京东微联” 超级APP。今年，

京东将加紧对智能硬件的投资。除与

科大讯飞成立合资公司外，还大力投

资智能家居创业公司。“首先接入的

是京东的产品，其他品牌产品会陆续

加入。”闫小兵透露，目前已有300款

产品接入京东智能云， 超过1000款

产品正在对接中。

而前期和小米联姻，作为中国白

电企业（白色家电是指以空调、电冰

箱、洗衣机为主）触网的代表，美的

集团在家博会上发布了智慧家居系

统白皮书，这也是继去年美的集团发

布M-Smart智慧家居战略后智慧家

居产品的整体亮相。在美的集团总面

积达768平方米的展区现场，共展出

了32个品类的229款产品（智能产品

30个品类）。

在展会现场， 美的集团智慧家

居研究院院长毛宏建表示， 未来

M-Smart系统将建立智能路由和家

庭控制中心，将提供除WiFi之外，如

Thread、PLC、BLE、EnOcean 等 新

的连接方案。 同时M-smart系统还

将扩展到黑电 （黑色家电是指电视

机、录音机、VCD、DVD等，可提供

娱乐）、娱乐、机器人、医疗健康等品

类。 以开放、互存、共进的原则，构建

更加广义的商业圈及生态圈。 并表

示， 从即日起，M-Smart系统全面

开放，今年6月30日，美的将面向全

行业推出单价仅为10元的模块，规

划会应用于过亿台产品。 同时，到

2016年， 美的智能家电销量占比将

达八成。

提升家博会热度

与2014年相比， 家电行业总体

增长态势并不令人乐观，但智能家居

作为重要推手之一，使得本届家博会

人气远超去年，2015家博会在开幕

现场就已引发轰动。开幕式现场更是

人头攒动，人气爆棚。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理事长姜风

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依托全球瞩目

的中国家电制造业和稳定发展的家

电消费市场，AWE经过近几年的发

展， 已跃升为与IFA、CES并驾齐驱

的国际化家电大展，并成为立足亚洲

面向全球，引领国际家电发展潮流的

行业盛会。 随着AWE在国内外声誉

的日渐提升，各参展企业对AWE这

一平台也愈加重视，展出产品均是各

领域炙手可热的新品。 ”

在家电产业升级成果、 融合力度

大幅提高情况下，2015家博会再次创

下多个纪录。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提供

的数据显示，AWE2015占据上海新

国际博览中心5大展馆，展会面积达到

70000平方米，参展企业数量达到550

余家， 全球几乎全部家电及消费电子

主流品牌均到场参展， 其中国际品牌

占比达到30%， 预计参观人数达到10

万人次，其中海外观众占比超10%。

在展馆设置上， 与往届相比，

2015家博会首次设立了 “未来@家

智 慧 家 庭 概 念 馆 ” （FU-

TURE@HOME），使得智能家居在

业内的地位空前提高， 展区面积达

6000平方米。 在该展区，由芯片、传

感器、集成电路等智能系统上游企业

及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下游

企业共同参与，京东、奇虎360、遥控

E族、物联、机智云、Broadlink等智

能领域企业与海尔、美的等家电厂商

还搭建了各自的智能家居样板间，让

参观者亲身体验未来智能家居生活。

此外， 环境及健康家电展区由

2014年的1.5万平米已扩至2万平米，

首次单独成馆展示。从展馆分布可以

明显看出，智能化产品、互联网融合

的消费电子产品及炙手可热的环境

电器，毫无疑问成为凸显展会特色的

重要要素。

网购经验：电商防骗指南

□ 丁宁

现如今，电商平台越来越多，而利用电商平

台漏洞进行诈骗的案件也频频发生。 那么，消费

者如何才能在网购时更加安全，本期电商防骗指

南将为消费者分享一些网购经验。

京东商城：树大招风，偶发骗案

目前来看，由于天猫商城几乎都是第三方卖

家加盟而成，且天猫官方也只是提供交易平台而

已。所以，其性质更像是C2C平台，而不是天猫官

方所一直标榜的B2C平台。 如此一来，京东商城

就成了国内B2C平台的真正领军企业。 也正因

此， 骗子便开始盯上了树大招风的京东商城，并

在前不久发生了多起骗案。 为此，京东商城特意

在首页醒目位置发布公告，提醒广大网友谨防受

骗。其公告内容称：近期我们接到消费者反映，有

不法人员打着京东客服名义， 用手机号或模仿

400电话，以京东系统维护、订单异常等无法发

货需退款为由，以加用户QQ或其他形式发送仿

冒我司退款平台的钓鱼网站，或通过引导消费者

进行ATM转账、声称消费者中奖、向消费者电话

推销打折卡和贵宾卡等手段进行诈骗活动。

至于防骗对策， 京东商城也给出了声明：首

先 ， 京 东 7 ×24 小 时 全 天 候 客 服 电 话

400-606-5500只用于接听客户来电， 进行外呼

业 务 时 不 会 显 示 400-606-5500、

+400-606-5500、861400-606-5500或手机号

码 ，更不会以QQ方式与用户沟通；其次，京东工

作人员从未引导消费者进行ATM转账； 从未以

消费者中奖为由，收取所谓的邮寄费、过关费等；

从未以电话、咚咚、QQ等工具推销过任何形式的

打折卡、贵宾卡；也从未以订单无效需为消费者

退款为由主动索取消费者银行卡信息。 再次，如

有任何组织或个人以京东名义通过电话、 咚咚、

QQ等聊天工具向客户收取前述费用或者推销打

折卡、贵宾卡的，或者使用各种即时通讯工具发送

商品需要重新支付或退款链接的，均属诈骗行为。

最后， 京东特别提醒消费者， 有关京东的客服电

话，请以京东平台网站公布的信息为准，谨防上当

受骗。 如有任何疑问或不明之处，可拨打京东7×

24小时全天候客服电话：400-606-5500，未开通

400服务地区的客户可拨打0527-88105500，或

登录京东官网：www.jd.com查询相关信息。

具体案例方面， 京东官方则给出了一个防骗

案例。 前不久，张先生接到一个自称“京东商城异

常订单处理中心” 的电话， 电话号码显示：

17858425857；自称“京东客服人员” 的骗子告诉

张先生，他在京东购买的订单商品无法发货，需要

给张先生退款，然后骗子加了张先生的QQ，并发

送名为“京东退款平台” 的钓鱼网站：http://jd.

flanbz.com链接， 并告知张先生填写银行卡信息

后才可以退款；张先生立即联系京东客服400电话

进行确认，得知订单并无异常后，张先生长叹一口

气，幸好及时联系客服人员确认，否则后果不堪设

想。而根据笔者个人经验来看，由于京东商城的客

服人员、配送人员均为自有系统。 并不像天猫淘

宝那样雇佣在线客服和第三方物流，所以客户信

息大多都是消费者自己不经意间泄露出去，即便

是京东内部员工泄露了客户信息也很容易追责。

所以类似骗案并不多发，且还较容易防范。

天猫淘宝：漏洞百出，骗案频发

与京东有所不同， 同为阿里旗下的天猫和淘

宝由于性质更接近于C2C平台， 再加上天猫官方

管理松散，所以也就造成了“虱子多了不怕咬” 的

局面。 仅以天猫和淘宝主页为例，在其显著位置就

没有出现类似京东那样的防骗公告。 只有消费者

在下单付款成功后， 提示支付成功的页面上才会

有一行小字：“安全提醒：淘宝网不会以卡单、系统

升级为由要求您退款， 谨防诈骗！ 提及批发商账

户、11周年中奖、索要验证码的都是骗子！ ”

具体案例方面， 淘宝论坛只给出一个典型案

例。“近日有新闻报道，江苏某艺术学院校花，网上

购物后接到自称卖家客服的电话， 被告知订单卡

单，要求退款。 毫无防范之心的妹子加了对方QQ，

随后收到了骗子发来的钓鱼链接， 在输入银行卡

号、网银密码、手机验证码后,1.2万元不翼而飞。 ”

首先，骗子是以系统升级导致卡单为由，需退款给

买家，让买家联系给定的电话。 然后，买家致电后，

骗子以退款至买家银行卡为由，要求通过QQ给买

家发退款链接（实际为钓鱼链接）。 最后，买家登

录钓鱼链接后，未看清楚状况就填写了姓名、银行

卡号、身份证号、网银登录密码和手机验证。 骗子

就拿着这些信息盗走了买家的银行卡资金。

而根据笔者个人经验来看，由于淘宝小二、卖

家客服、 快递公司这三个环节都有可能泄露客户

信息， 所以天猫淘宝已成了漏洞百出的骗案多发

地。 前几年， 就曾爆出过淘宝小二集体腐败的新

闻。 至于天猫淘宝所雇佣的在线客服和第三方物

流，则更有可能泄露客户信息。 如此一来，即便出

现骗案也很难查清楚上述三个环节究竟哪里出了

问题，多数骗案即便报案，最后也只是不了了之。

B2C第三方：未来骗案多发地

目前来看，包括京东、苏宁、国美、亚马逊、当

当等主流B2C电商，在坚持“自营” 的同时，均已

大力度引入第三方卖家。 而究其根本来看，由于

第三方卖家性质同样接近于C2C，再加上第三方

卖家普遍采用了第三方物流，所以其未来很可能

也是骗案多发地。 而根据笔者个人经验来看，消

费者如果能更加稳妥地选择电商自有物流，则可

以很大程度上避免骗案。

举例来说，京东商城内的第三方卖家，如果消费

者选择在线付款，那么卖家就会使用“四通一达”

这样的第三方物流。而如果消费者选择的是货到付

款，卖家则会选择京东快递进行发货。 更为重要的

是，由于采用的是货到付款，所以也就没有所谓

的“卡单和退款”现象，消费者被骗的几率也可大

幅降低。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开箱验货时一定要

仔细检查，以防货不对板，这样便可安心网购了。

互联新视界

赶集发

O2O

招聘模式 攻蓝领市场

□ 本报记者 王荣

阳春三月，经过假期休整，面对各

类招聘信息，已难掩跳槽冲动。 此时，

打开手机，“易招聘” 正好弹出某公

司的招聘信息，不免就会蠢蠢欲动。

不过，也不免一番感伤，现有的

招聘信息中，多是针对中基层蓝领劳

动者。 前几年，网络招聘还是新生事

物，服务的主要是白领精英阶层。 如

今人才需求市场发生变化，移动互联

网时代面向蓝领O2O招聘模式逐渐

成为主流。

O2O招聘新模式

近日，赶集网推出专门面向餐饮

行业小微企业招聘和劳动者求职的

O2O招聘产品———易招聘，并以LBS

（基于位置服务）技术为依托，解决

行业招聘问题。 在服务产品中，赶集

网根据服务业劳动者找工作的习惯

（喜欢沿街拜访）， 来解决餐饮界小

微企业的招聘痛点。

用户打开赶集生活APP， 就可

以查找“附近” 满足其求职条件的

餐饮小微企业，并可以直接联系。 面

向急需用人的小微企业， 赶集网则

在其赶集叮咚手机客户端上线了地

图招人和发店铺帖两个服务项目。

根据手机定位， 企业也可快速找到

附近的求职者。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经济结构调

整和社会经济发展方向转变，普通白

领已逐渐被边缘化，基于高端人才服

务及劳动密集型的蓝领市场则仍有

机会。对比目前普通大学生就业难的

情况，蓝领则多是供不应求。

58同城根据该招聘平台最新数

据显示， 目前蓝领职位大多处于供

不应求状况， 有些地区薪资水平最

高的蓝领岗位工资， 甚至是该地区

普通白领工资的数倍。 在一线城市

中， 广州和成都地区薪资最高蓝领

职位均为钢筋工， 而目前北京和上

海地区蓝领薪资最高的职位均为美

容店长， 薪资水平分别为10160元/

月和9543元/月。

由于目前市场上求职蓝领主要

以80后、90后为主，与上一代蓝领相

比，新生代蓝领不仅就业观念发生改

变， 而且连找工作的渠道也在变化。

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网络的普及，新

生代蓝领花在手机上的时间越来越

多。 有机构调研指出，通过网络招聘

的蓝领数量逐年提升，逐渐成为蓝领

求职新渠道。

这注定网络招聘形式也将出现

变化。 分析人士指出，赶集网在移动

互联网上为餐饮商家和求职者提供

互相搜集信息、 互相选择的平台，线

下则根据LBS技术所带来的彼此位

置信息的匹配，为求职者与商家之间

提供更好的接洽机会。

蓝领市场的红海

相比在线视频、旅游、电商等垂

直领域， 网络招聘行业规模依然较

小。 按照艾瑞咨询此前的统计，到

2015年整个网络招聘市场规模大概

在50亿元左右， 而2014年在线招聘

市场整体营收约39.2亿元。

赶集网CEO杨浩涌表示，此前，

保安、服务员、小工这样的工作并非

是在线招聘主流，因为对应人群互联

网化程度并不高。 世易时移，众多蓝

领换工作频次高，对招聘网站需求量

增大，仅纯蓝领市场就是一个万亿元

的含金量市场。

目前从事在线招聘的公司不少，

除上市公司智联招聘、前程无忧、58

同城，同时还有正积极推动上市的赶

集网外，另有细分领域的猎聘、拉勾

等。 这注定，蓝领在线招聘市场也即

将进入红海。

58同城高级副总裁段冬介绍，

公司在手机APP中推出了 “语音简

历” ，即把用户年龄、性别、工作技

能、职业经历等录成一段话，直接发

送给用人单位。而赶集网也针对低端

求职者需求， 推出 “语音求职” 和

“地理位置求职”等产品。 前者让求

职者录制60秒以内的自我介绍并上

传，就可获得雇主回复。

由此可见，在线招聘在移动化的

同时， 也由原来简单纯粹的信息推

送，逐渐向高效、精准化、人性化等服

务层面转变。

在强调线上市场的同时，根据蓝

领市场的特点，在线招聘也开始布局

线下市场。 据悉，赶集网今年的招聘

节除线上渠道外，还增加了线下招聘

会环节。 目前赶集网已接入青岛、长

沙、杭州、苏州、福州、杭州、石家庄等

26个城市的线下招聘会， 且覆盖城

市范围仍在不断扩大。

互联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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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曝光问题

P2P

平台 行业监管政策将出

□ 本报记者 姚轩杰

据悉，今年即将到来的“央视

3·15晚会” ， 除对传统消费领域的

深入揭露外， 也将对 “余额宝” 、

“P2P网贷” 等互联网金融模式进行

“扫描” ，曝光P2P问题平台。 在P2P

行业鱼龙混杂的情况下， 普通投资

者很难凭一己之力评判平台综合实

力和真假，3·15晚会将呼吁监管部

门加大监管力度。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迅

速，但整体参差不齐，且缺乏有效监

管。对此，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表态，去

年金融界在准备一个对互联网金融

的新政策，这个政策主要体现为支持

互联网金融发展。 另一方面，也要按

照现在的监管框架给予适度监管。

“但这个文件目前还正在起草讨论

中，应该不久就会与大家见面。 ”

3·15或曝光问题P2P平台

据央视3·15晚会负责人介绍，问题

P2P网贷成央视3·15晚会投诉平台收

到的热点投诉之一。 在P2P行业鱼龙混

杂的情况下，普通投资者很难凭一己之

力评判平台的综合实力和真假，3·15

晚会呼吁监管部门加大监管力度。

央视3·15晚会有关人士介绍，从

众多投诉信来看， 不少P2P投资者是

高学历、可熟练使用互联网的人，说明

一些骗人P2P平台具有很强迷惑性。

从倒闭的P2P网站来看，一般有

以下四个特点：一、大多数宣传高回

报，如已跑路的“中汇在线” ，宣称票

据理财有18%高收益，而业内此类产

品的年化收益率一般在8%以内；

2015年首个倒闭的平台“里外贷” ，

多个投资标的年利率接近或超过

40%；二、网站建立初期目的就不纯，

类似庞氏骗局，以高息、短期标吸引

投资者，利用新投资者的钱向老投资

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有些甚至把

服务器设在海外，敛财之后，关闭网

站逃之夭夭，即使警方立案也很难追

查； 三、 一个老板建多个关联平台；

四、风险控制不力，没有相应资质或

经验，导致“坏标” 、“差标” 都上了

平台，有些还是大数额贷款。

记者统计《网贷之家》公开数据

发现，截至今年2月底，被曝光的问题

平台数量已达493家，较两年前增加5

倍；累计待收金额超过50亿元，较两

年前增加约60倍。 这493家问题网贷

平台的注册地覆盖全国26个省份，广

东、山东、浙江分别位居前三，其中广

东省问题平台数占比就达到两成。

记者统计还发现，在P2P网贷平

台涉及的问题中，提现困难占接近半

数，且这类平台中有不少之后证实为

诈骗、跑路案例。 此外，在出现问题

时，待收金额过亿元的P2P平台至少

10家，包括里外贷、中宝投资等，目

前均已被警方立案侦查。

行业监管政策将出

3月12日下午，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

者会上表示，2014年金融界在准备一

个对互联网金融的新政策，这个政策主

要体现为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另一方

面，也要按照现在的监管框架给予适度

监管。“但这个文件目前还正在起草讨

论中，应该不久就会与大家见面。 ”

具体谈及P2P时，周小川认为，在

目前来讲， 由于网贷没有正式申请和

取得叫银行或叫存款类金融机构的执

照，因此不算做银行或信用社。从这个

角度来说，它还是属于民间金融。

同时， 针对饱受争议的P2P平台，

周小川也提到了监管问题：加强对P2P

网贷监管有两种含义， 其中一种是为

今后如何使P2P网贷能够走入健康的

发展渠道，能够更好地为客户服务，进

而对现有金融机构起到补充作用。

他认为，从总体上来讲，互联网

金融要逐步制定一些适合互联网业

务的规则， 但也不可能做得非常超

前。 因为技术发展非常快，很难说有

谁那么聪明智慧，提前把所有出现的

问题都想到，所以基本上还是一个随

着业务发展相适应地出台一些监管

规则。 而这些监管规则，因为覆盖面

非常大，所以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

互联网支付方面将来能出哪些规则、

众筹方面能出哪些规则？ P2P网贷将

来会有哪些规则？ 不可一概而论。

此外，周小川还强调，在制定网贷

监管规则时应避免制造道德风险，客

户在参与P2P产品时应该考虑好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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