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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新视界

“围垦”智慧城市 资金技术上下求索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面包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

的。” 这或许是许多参与智慧城市建

设浪潮的企业目前最真切的期许。

目前看来， 一切也都似乎在朝着这

个期许的方向发展。

据悉， 国家标准委已牵头成立

国家智慧城市标准化协调推进组、

总体组和专家咨询组， 国家智慧城

市标准体系有望在未来3年内出台。

随着多项宏观政策和技术标准的推

进， 意味着中国智慧城市的顶层政

策部署已全面到位。此外，智慧城市

已站在“互联网+” 的风口：互联网

+城市也将催生一个 “看不到顶”

的市场。

“智慧城市的建设，政策、资金、

技术都要跟上， 政策上相对被动一

些， 需要等各级、 各个层面政府努

力，资金的话可以借助市场力量。 智

慧城市的发展前景目前资金都能看

得到，以上海这样的城市来讲，对智

慧城市建设的技术要求很高， 只是

装些摄像头、 做些APP等已不符合

新形势下的上海智慧城市建设。” 上

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处人士称。

智慧城市站在风口， 更应站在

高处。

智慧城市“国标”将落地

经历几年分散、 探索性质的摸

索， 智慧城市将迎来国家层面政策

体系的确定。 3月20日，作为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智慧城市领域的负责

人，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规划所高

级工程师陈才透露称， 目前国家标

准委已牵头成立国家智慧城市标准

化协调推进组、 总体组和专家咨询

组， 国家智慧城市标准体系有望在

未来3年内出台。

据悉，目前，中央各部委正牵头

研究制定本领域智慧城市评价指标

和评估体系，形成以评估促建设、促

管理、促改进的新思路和新做法，未

来我国智慧城市有可能开展全国性

综合评估， 通过评估工作推进各地

智慧城市建设落在实处。 陈才还表

示， 未来我国将进一步加大与周边

国家和地区智慧城市的合作， 着重

在产业发展、标准制定、应用方案等

方面，深化与中日、中韩、中印等国

智慧城市的国际合作。

资料显示， 自2008年智慧城市

概念被提出来以后，打造智慧城市已

成为各地新一轮城市化建设的重点

工程。 2014年8月30日，八部委联合

印发《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

导意见的通知》，要求科学制定智慧

城市建设顶层设计， 到2020年建成

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强调信息

惠民、加速两化融合以及完善投融资

机制。 智慧城市建设再获提速。

目前， 国内智慧城市建设已全

面铺开。 据悉，目前中国100%的副

省级以上城市，89%的地级以上城

市、47%的县级及以上城市都在推

进智慧城市建设。 住建部公布的国

家智慧城市试点已达193个。

梳理公开报道可以发现， 各地

智慧城市建设的浪潮一波接一波。 3

月26日， 武汉市与英国曼彻斯特市

签署武汉-曼彻斯特友城协议书补

充协议（2015-2020年），双方将在

未来五年内加强经贸、文化、体育等

方面的交流，共建智慧城市。 据广州

本地媒体报道，目前，全国第一个微

信智慧城市已落户广州。 去年年底，

广州开通微信“城市服务” 功能，将

交通、公安户政、出入境、缴费、教

育、 公积金等17项民生服务汇聚到

了统一的平台上。 3月12日，上海市

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召开全市智

慧城市建设工作推进会， 会议上明

确，2015年上海将围绕智慧城市，建

设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明确的50个

重点专项推进工作， 加快以应用为

核心的智慧城市建设。 智慧城市建

设已然全面开花。

挖掘资本的“动力”

据中国工信部软件服务业司巡

视员李颖预估， 智慧城市全球市场

在未来大概有40万亿美元的市场规

模，中国估计将有4万亿元人民币市

场规模。

但这么大的市场规模， 目前要

“说动”资本进入，却有不少难题，上

述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人士称。具

体来讲，目前资金进入智慧城市项目

仍有多重“疑虑” ：目前智慧城市多

数项目停留在规划阶段，规划尚未落

地，资金盲目杀入风险太大；已有部

分落地的智慧城市项目，目前也多处

于前期巨额资金投入阶段，巨量资金

需求与相对有限的参与资金之间的

矛盾还很突出，很多资金愿意跟风进

入， 却不愿意做第一个进入的人；行

业长期盈利模式仍有太多不确定性，

很多企业担心自己只是为政府、为未

来的运营商做“嫁衣裳” ，在智慧城

市项目真正落地后自己的利益并不

能得到保障。 以当前情况来看，并没

有足够理由打消上述资金进入智慧

城市项目的疑虑。

但智慧城市建设的风潮不可能

就此“卡壳” 。 对于智慧城市建设中

的资金需求，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徐宪平在公开场合“喊话” ：鼓励

社会资本参与智慧城市建设。

事实上， 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

并不缺乏抢先进入的“淘金者” 。 公

开资料显示，年初至今，同方股份、飞

立信、延华智能、恒大高新等多家上

市公司已纷纷切入智慧城市建设领

域。 其中，同方股份与敦化市人民政

府就共同推进敦化市“智慧城市”建

设达成合作框架协议；飞立信则主要

从“智慧城市建设、民生建设、安全

保障” 三大方向布局， 获得云南丽

江、海口海秀快速路、广西漓江、新疆

奎城等多个智慧城市项目；延华智能

近日则公告称，联手兵团开拓新疆智

慧城市建设，公司方面称此次投资为

智慧医疗、智慧节能、智慧交通、智慧

环保、智慧旅游等各类业务在新疆当

地的落地奠定基础。

资本掘金的“新逻辑”

在经历地方多点开花、资本多方

试水等发展过程后，目前掘金资本智

慧城市建设已出现若干新逻辑。

招商证券研究报告认为， 随着

智慧城市建设的不断进行， 智慧城

市建设所赋予的意义也将从以往的

单纯项目建设逐步转型至附加值更

高的运营方向来，将通过O2O、大数

据、 物联网和移动化等技术将数据

价值进行挖掘。 这揭示的内在逻辑

是，智慧城市的“丰产区” 将从项目

建设向项目运营等方面转移。 以万

达信息为例， 其业务重心向智慧城

市项目运营转移的趋势明显， 其医

疗健康云、 文化教育云、 市民社区

云、 交通物流云的运营框架已显示

出未来盈利的潜力。 长江证券研究

员马先文认为，公司医疗、健康管理

等的刚需价值将在O2O模式中得以

兑现， 均是推动公司业绩加速增长

的重要引擎。

智慧城市各个平台集成的趋势

明显，资本可以在其中选择重点发展

领域，也可以注重集成平台建设。 以

上海智慧城市建设为例，其已提出智

慧邮政、智能交通、智慧旅游、智慧医

疗、智能建筑等多个重点领域。 分析

人士认为，上述领域对资本来讲都是

可以择其重点进行切入，但从政府层

面来考虑，或者说从资本未来盈利模

式建立角度来考虑，系统性的智慧城

市建设项目、集成化的智慧平台等将

会是不错的选择。

另外，智慧城市建设在不同城市

将有不同的定位，不同定位背后的市

场环境也大不相同。以现有的城市建

设基础划分，已建成较为完备信息化

体系的城市，智慧城市将主要以解决

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为主，如提升

城市管理、社会服务水平等，这部分

项目将涉及创新智慧技术及运营模

式等，相对难度大，但成长空间也大；

而对于城市化、信息化水平较低的城

市，这些城市的智慧城市项目或更多

停留在城市交通监控网络、市民服务

智慧化项目建设等领域，这部分项目

对技术、资金的要求相对较低，资本

切入相对容易。

电商体验：

移动端消费既快又省

□ 丁宁

现如今，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已全面普及。 进

入2015年后， 各大电商更是开始针对这些移动端

客户进行积极促销。 那么，下载并安装电商移动客

户端的消费者，究竟会有哪些实惠和优势呢？ 本期

文章特为此揭晓答案。

京东商城首单满59元送59元券

进入2015年后， 京东商城便开始重视移动客

户端。 首次通过京东APP客户端下单的用户，订单

金额满59元以上， 即可在完成订单后获得一组价

值59元的优惠券礼包。 其中包括满500元减20元

全品类东券1张、满200元减10元全品类东券3张、

满50元减5元虚拟券1张（可用于购买彩票）及一

张4元京券（京券无订单金额限制），此优惠券礼

包将于订单完成后7日内发放到京东账号，每个账

户仅限一次领取机会。 优惠券有效期为到账后15

日内，逾期作废。 礼品包中每种券均为客户端专享

券，不能用于购买虚拟商品、团购（虚拟和酒店）、

充值、电子书、京东E卡、游戏点卡、机票、彩票、工

艺金银、收藏品、奶粉、纸尿裤、白酒等商品，且只

能在客户端使用。 单张礼券一次性使用，不兑现，

不找零。

除此之外，京东移动客户端还经常推出超值秒

杀活动。比如说一款博锐品牌的充电式三刀头电动

剃须刀，同款易迅售价35元，苏宁、国美售价49元，

京东移动客户端秒杀价却只有9.9元。 因此，建议消

费者经常打开京东移动客户端看看，没准就会逮到

超值惊喜。

苏宁易购首单送6元现金券

与京东商城相类似， 苏宁易购进入2015年后

同样开始重视移动客户端。首次通过苏宁易购客户

端下单的用户，单张订单满48元在线支付成功后，

即可获得6元现金券，每个账户仅限一张。 相比京

东商城的4元京券来说，促销力度显然更大一些。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本次活动对象仅针对首次

通过苏宁易购客户端下单且绑定手机的用户。现金

券获得日起15日内有效， 包括苏宁易购移动端和

TV端均可使用。 且单个用户（包括同一会员账号、

收货人、收货电话、收货地址）限用一次。 返券/用

券商品范围包括苏宁易购的自营实物商品， 但抢

购、团购、大聚惠、闪拍、初段奶粉、一段奶粉、特殊

配方奶粉、虚拟商品及部分特价商品不可返券及用

券。酷开、联想、惠而浦、法迪欧、松桥、初段奶粉、一

段奶粉、特殊配方奶粉不参与此活动，货到付款订

单也不参与此活动。

除此之外，苏宁易购的移动客户端也经常推出

超值秒杀活动。 比如说一款清风150抽3包抽取式

面纸，亚马逊售价13.69元，京东售价13.8元，苏宁

移动端秒杀价则只有6.9元。 因此，如果消费者经常

打开苏宁易购的移动客户端进行浏览，同样也可能

会捕捉到惊喜。

当当网读书客户端首次下载送10元

不同于其他电商，当当网对于购物客户端的促

销在进入2015年后便已结束。 反倒针对读书客户

端， 推出了首次下载送10元电子书礼券的促销活

动。 根据活动规定，首次下载当当网读书客户端并

使用当当账号登陆，可获赠10元电子书礼券一张。

同一账户只能获得一张礼券，礼券将在下载客户端

后三个工作日内发入到当当账户。一张订单只能使

用一次礼券，礼券不可合用。 使用礼券的订单被取

消后，礼券将在订单取消10分钟左右返还至账户。

礼券有效期不变，且礼券不可与礼品卡同时使用。

根据笔者的体验来看， 由于当当网的10元礼

券只能购买电子书，所以其吸引力并不是太大。 更

为重要的是，当当网电子书售价相比其他电商并没

有明显优势。 所以即便叠加了10元礼券购买电子

书，也很难实现超值订单。

亚马逊应用商店不定期送20元红包

与很多国内电商有所不同，亚马逊购物客户端

很少进行促销。 反倒是应用商店，经常会不定期推

出促销活动。 就以最近一次促销为例，凡是通过亚

马逊应用商店手机客户端下载安装指定APP的用

户，均可获赠20元亚马逊自营图书优惠券和20元母

婴用品优惠券各一张。 优惠券将在用户成功下载指

定应用或游戏24小时后生效，优惠券使用有效期则

长达一周。 更为重要的是，上述两种优惠券均为无

门槛限制，且上述两种20元优惠券还可在同一订单

中叠加使用。 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一本20

元图书和一款20元母婴用品， 那么仅需支付5元运

费即可下单成功。

至于亚马逊移动客户端的秒杀活动， 则并不常

见。 偶尔会出现秒杀商品，促销力度也不如京东和苏

宁。更为重要的是，亚马逊秒杀活动通常都会在PC端

和移动端同时进行。考虑到PC端操作更具便捷性，所

以碰到亚马逊秒杀活动最好还是使用PC端参与，否

则只能遭遇“手慢无”的尴尬。

天猫商城抽奖不靠谱

与其他电商有所不同，天猫商城手机客户端几

乎没有任何促销活动。即便是那些特别标注参与手

机客户端的商品，最多也只是1%左右的低折扣，促

销力度并不是很大。 除此之外，频繁出现的天猫商

城抽奖活动，也几乎可以说是“坑人”不浅。从春节

期间的亚洲出境游5元券，再到前不久三八妇女节

的8元、58元、888元的红包抽奖， 由于中奖几率低

且缺乏实用性，遭到众多网友的口诛笔伐。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天猫商城的手机客户端在

重大节日期间，偶尔也会“出出血、让让利” 。 比如

说刚刚过去的三八妇女节促销，就提供了扫码半价

促销活动。 且还是手机端独享，PC端干脆无法参

与。 比如说一款花王尿不湿L68片，正价125元，扫

码半价则仅售62.5元，相当超值。有鉴于此，消费者

在重大节日期间， 不妨打开手机客户端看一看，也

许就会碰到惊喜。

在线旅游社欲搭酒店业全数据平台

□ 本报记者 王荣

众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3月

25日成立， 该公司是由携程旗下主

营酒店行业大数据挖掘及增值服务

的慧评网，与酒店管理系统(PMS)供

应商中软好泰重组合并而成，同时，

携程旗下的佳驰、 客栈通并入众荟

基础软件事业部。

按照携程的预期， 众荟将酒店

行业大数据及云计算技术整合，打

通住前、住中、住后这三块酒店行业

的数据资源， 建设中国首个酒店业

全数据平台。

数据之于酒店

酒店业务一般都占据在线旅游

社（OTA）的半壁江山，携程2014

年第四季度总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0

亿元，同比增长32%。 其中酒店预订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8.42亿元，同比增

长31%。

众荟CEO林小俊介绍， 由于酒

店行业的封闭性， 导致该行业对数

据的利用程度十分低下， 这种封闭

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 被认为能实

现在线旅游与酒店订单实时传送、

能直接提高酒店分销效率的直连业

务，多年来仍未有大的起色。

围绕着用户选择和入住酒店的

整个过程，可将酒店业分为住前、住

中和住后， 不同环节均有不同的数

据来源， 但目前多数仍处于割裂状

态。 住前数据即用户入住前的选择

行为数据， 例如在百度等搜索引擎

上的搜索行为，在OTA上的搜索、浏

览、预订行为等，这些数据反映整个

市场需求和用户偏好。 住中数据即

酒店在用户入住过程中形成的数

据， 例如酒店PMS系统中的经营数

据等， 这些数据反映酒店在当前及

历史经营状况。 住后数据即用户入

住结束后的反馈数据， 例如用户点

评、调查问卷等，反映酒店的产品及

服务价值。

分析人士指出， 整合酒店消费

的过程，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可以

提高酒店运行效率及用户体验，这

是携程组建众荟的重要原因。 去年9

月，阿里巴巴28.1亿元入股中国酒店

技术供应商石基信息也是基于同样

的理由。

林小俊介绍，目前在众荟体系

的PMS厂商对应的酒店有5万家，

而今年的目标是发展到7万家至8

万家。 他介绍，众荟要以住后数据

为基石， 联合行业内领先的OTA

和PMS供应商， 打通行业住前、住

中、住后数据，建立行业的大数据

生态环境。 并在此基础上，针对酒

店品牌管理、运营管理和收益管理

等不同需求，提供相应的大数据解

决方案。

酒店业务竞争激烈

酒店业务一直是在线旅游的必

争之地， 目前OTA对于酒店业务竞

争颇为激烈。

根据易观智库统计，2014年第

四季度在线酒店订购中， 携程占

46.4%市场份额， 去哪儿占20.6%，

而艺龙则为12.7%。

但去哪儿网和艺龙均在加强酒

店业务的投入。去哪儿网在酒店营收

及间夜量方面要远低于携程，但增速

较大。 根据财报，去哪儿网2014年第

四季度总营收为5.198亿元， 同比增

长107.1%。 其中，去哪儿酒店间夜总

数达890万，同比增长107.7%。

由“OTA+PMS+数据”挖掘构

成的酒店行业全数据平台将成为行

业趋势。 艺龙去年与北京住哲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共同推出首家免费酒

店管理系统。 同时，该软件整合了微

博订房、APP订房等增值服务，推动

酒店行业信息化。 艺龙联合住哲推

出了酒店管理系统———云PMS免费

版， 主要为更多中小酒店提供触网

机会，包括连锁酒店、中小酒店、客

栈甚至家庭旅馆。 数据显示，中国约

有40万家中小酒店商户。

此次组建众荟只是携程加强酒

店业务的一个步骤，当天公司还宣布

与美国BestWesternInternational

酒店集团、中国银联三方合作一站式

服务平台进行海外折扣酒店预订。

为抢占刚刚开始兴起的休闲度

假旅游市场份额，携程自去年以来便

开始加大投入。去年四季度，携程归属

于公司股东净亏损为人民币2.24亿

元，首现单季度亏损。 对于未来，携程

预计仍将不考虑盈利情况继续加大

投入，加入在线旅游市场的价格战。

易观国际分析师表示， 目前国

内在线旅游市场渗透率为8%，而欧

美则为40%， 在线旅游市场增长空

间很大。 抢占用户、培养用户对在线

旅游品牌的依赖性， 将会形成规模

庞大的用户群。

互联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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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需求有望成

APP

主要竞争领域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与

智能终端设备的快速普及，APP已

成为手机用户生活的重要载体。 近

期一份由易观智库发布的2015年2

月APP排名显示，BAT系APP在排

名上占据绝对优势，浏览器、社交、

新闻资讯和影音已成红海， 新进入

者想分一杯羹几乎已不可能。 而在

细分市场中，美容、母婴、健康等女

性相关需求类APP有望扛起增量大

旗， 未来有望成为APP市场的主要

竞争领域。

BAT占据绝对优势

以活跃人数计， 从总体榜单来

看，BAT基本占据前十名所有位置。

腾讯旗下两款超级APP微信、

QQ依旧名列榜单的第一、 第二名。

百度、QQ浏览器、搜狗手机输入法、

淘宝紧随其后，与上月排名持平。 百

度地图凭借春节期间更多的出行拜

访，上升三名，位居第七名。 UC浏览

器、360手机助手、 腾讯新闻经过激

烈竞争，在2月榜单中分别位于第八

名、第九名、第十名。

细分类别方面，由于微信和QQ

的存在， 腾讯在移动社交领域以一

骑绝尘之势占据绝对优势。 移动即

时通讯APP排行中，微信和QQ分别

以活跃人数38711.06万和29497.53

万遥遥领先于陌陌， 而陌陌的活跃

人数仅为3901.39万。

阿里系凭借淘宝的海量用户在

移动购物领域扳回一局， 且优势巨

大。 淘宝、京东和天猫位列移动购物

前三甲， 活跃人数分别为10458.87

万、1476.93万和1420.22万。

综合视频方面，优酷、腾讯视频

和爱奇艺视频位列前三甲。 而相较

于移动社交领域， 该领域三家之间

差距较小， 活跃人数差距从几百万

到1000多万不等。

艾瑞咨询研究副总监丁佳琪在

近期的一次论坛上表示， 据艾瑞咨

询数据显示，BAT在整个网民的覆

盖率中占到90%以上， 这三家所有

APP的时长， 加起来占整个网民消

耗时长的50%。

她指出， 从各个服务角度来看，

从在线视频到即时通信， 再到浏览

器、电子阅读、网络购物等，网络购物

和新闻资讯均保持较高增长。而腾讯

业务更加复杂，她预计腾讯使用时长

占到整个移动互联网的40%以上。

“她经济”成为增量地带

分析人士指出，在BAT强大优势

下，蓝海将主要出现在细分领域。细分

市场中的母婴和美容类软件越来越受

到用户青睐， 有望成为市场的主要增

长点。由于母婴、美容等受众主要是女

性， 女性用户成为细分APP的重要客

户，由此也诞生出一批超级APP。

进入网购时代后，导购类APP发

展迅速，美丽说、蘑菇街、美啦美妆、

穿衣助手等APP排名靠前且活跃人

数众多。母婴类APP中，辣妈帮、快乐

孕期、研究生、孕期提醒等排名靠前。

女性健康管理类APP中则以美

柚和大姨吗遥遥领先。其中以大姨吗

为代表的明星APP已获得多轮融资。

为众多女性狂热自拍一族 “扮

靓” 的拍照排行，则主要被具备强大

美化功能的APP占据。 美图秀秀、美

颜相机和Camera360位居拍照APP

前三甲， 活跃人数分别为4393.92

万、3661.58万和1625.05万。 在拍照

APP中， 前三甲在活跃人数方面与

第四名至第十名有着较大差距。 后

来者若想迎头赶上， 还需在拍照修

图等关键性能上有所突破。

女性APP市场的绝大潜力已吸

引众多企业前来掘金，如何在激烈竞

争中保持用户黏性是企业必须解决

的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除精准定位

用户需求外，移动终端也应该变得更

加智能，使用场景也应更为优化。

目前APP与智能终端设备间的

整合程度还相对较低， 随着科技的

进步， 未来APP将有可能实现自动

场景识别，APP将不会被动地去被

选择，而是将主动去迎合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