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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

O2O

混战时代

细分化市场成发展重点

□雪儿

随着“互联网+” 概念的提出，O2O市场成为

今年资本市场最关心的领域之一。但随着市场的不

断成长，竞争不断升级，O2O市场已成为红海。 其

中，打车、洗车、餐饮、教育等领域，已成为众多企业

争夺最为激烈的战场。

尤其是餐饮领域，由于入门门槛低、消费频率

高、互联网教化相对成熟，不但吸引众多创业者积

极加入，更刺激百度等互联网大佬豪掷千金。至此，

餐饮O2O混战时代正式开启。

争夺万亿级市场份额

2015年1月初，美团获得新一轮7亿美元融资。

随后，饿了么也完成6.3亿美元新一轮融资。 在这两

家外卖O2O平台巨头“烧钱” 效应下，市场各路资

本纷纷试水餐饮O2O，从外卖平台到垂直领域，资

本看中的无疑都是餐饮外卖市场未来超万亿元发

展空间。

近日，根据速途研究院发布的《2015上半年餐

饮O2O报告》显示，互联网O2O模式在中国进入高

速发展阶段， 餐饮O2O市场也成为互联网巨头们

和餐饮企业的必争之地。 数据表明，近5年间餐饮

O2O市场规模猛增10倍。

目前餐饮O2O市场可分为三大类：一类，专注

单品类外卖，自主研发菜品，配以中央厨房，自建快

速物流团队，以高频高单价外卖为切入点，打造极

致美食体验。 第二类，做餐饮O2O平台，代表企业

为百度外卖、饿了么、美团外卖等企业。 第三类，建

立平台，提供上门做饭服务，让消费者可以根据自

己的口味，定做更为满意的美食。

餐饮O2O市场目前已是一片红海，美团外卖、

饿了么、 百度外卖等通过大力补贴政策争夺用户，

抢占市场份额， 给后来者建立一道难以跨越的屏

障。而大多数创业者都不甘心错失万亿元规模的市

场，纷纷采用细化垂直方向切入，以单品外卖领域

作为突破口。

正如58赶集集团CEO姚劲波在中国岳麓峰会

上所言，不管未来是O2O领域也好，还是更广义的

传统行业与互联网结合，依然存在着巨大机会。 未

来生活服务O2O领域必将诞生新的商业奇迹。

差异化竞争是关键

目前专注于单品外卖品牌企业有甜心摇滚沙

拉、叫个鸭子、大虾来了等，其特色是建立中央厨

房，拥有自主研发的特色菜品，并配合自建物流团

队。 经过优化的线上线下体系协同作战，打造极速

配送美食的互联网餐饮体验。

虽餐饮垂直O2O品牌众多， 但真正有特色并

占有一定市场份额的却不多， 所以未来餐饮O2O

细分化市场发展空间很大。 比如同样做小龙虾

O2O,“其他友商大都兼做麻辣小海鲜， 纯做小龙

虾的也就是我们。 ” 戴金胜以北京地区为例，总结

小龙虾市场有两个特点，一是市场存在需要，二是

待开发空间很大。“你加班想吃，看电视想吃，吃火

锅的时候也想吃， 这些需求之前是没有人能满足

的。 还有一些人，包括我们自己，今天没吃明天没

吃，是因为不方便。 ”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餐饮O2O企业更是要把

食品口味与质量放在第一位，对食品的保障才是吸

引用户提高口碑的重要方法。 以大虾来了等垂直

O2O企业为代表， 其在原材料上与洪泽湖等虾源

基地签订战略合作， 从源头上保证产品品质和产

量。 并建立标准化的中央厨房，成立一支拥有多个

五星级大厨的工艺研发团队，在口味品类、烹制工

艺上不断创新，精益求精，适时推出新口味、新品

种。 通过不断地钻研菜品，来满足消费者对于口味

上不断提高的需求。

在物流配送上采用自建物流体系，对物流配送

数据与动态化管理库存数据进行实时分析，以保证

配送范围内30分钟内送货到达， 满足消费者即兴

消费即兴享用的就餐体验。 截至10月底，大虾来了

创造日销售额超过25万元， 北京地区用户量破10

万元的出色成绩。

餐饮O2O市场尽管行业前三甲累计订单份额占

比近八成，但由于目前仍处于烧钱阶段，这种烧钱不可

能成为长久化形态，且无法真正地培养忠实用户。真正

好的餐饮企业更多的是依靠产品和服务形成的口碑，

通过自身实力形成差异化路线。 未来餐饮O2O企业独

特的差异化发展必将成为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单品+创意成杀手锏

与美团大众、饿了么、百度外卖等大平台烧钱模

式相比，甜心摇滚沙拉、叫个鸭子、大虾来了等垂直领

域品牌，在业务发展上不仅专注单品外卖，且精细化

经营，将创意手段融入进来，为产品注入新的生命力。

以龙虾市场为例， 按照一般市场规律其生产、

销售主要集中在夏季，秋冬季因气候冷、市场缩减

等原因将面临停产休业状态。 但戴金胜表示，通过

与58赶集、百度、搜狐、黑客马拉松等企业的合作

后发现，小龙虾市场仍有很强生命力，哪怕在冬季。

冬季节日较为集中、企业活动频繁，包括新品

发布会、开业庆典、公司年会、生日派对等，在此基

础上搭配龙虾山（龙虾山，即将煮熟的小龙虾摆成

大山状，取“鸿运如山，横亘绵延” 的美好寓意），

无论是寓意还是气氛都是切合的。

目前，大虾来了在北京最高日销售额40万元，

用户达20万。 后台统计分析显示，除提供外送服务

满足个人在家享受小龙虾需求外，更多是提供龙虾

山服务参与企业互动，如周年庆、万圣节活动等。戴

金胜表示， 龙虾山将作为大虾来了经典保留项目，

持续与基金、互联网等企业开展合作。

正如老话所言，思路决定出路，在餐饮O2O混

战时代，以单品切入的创新企业，或将可以避开互

联网大佬壁垒，加速细分化市场到来。与此同时，运

用单品+创意的经营手法，可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

长的多元化消费需求，为企业在垂直细分领域发展

提供更多可能。（作者为移动互联网独立观察员）

平板市场成长性疲态尽显

□本报记者 傅嘉

TrendForce最新平板计算机出货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显示，全球第三季平板出货3930万

台，环比小幅增长6.8%，但预估2015年平板计算

机市场出货总量约1.634亿台，同比下降14.9%，

这显示目前平板市场成长性疲态尽显。

报告显示，全球第三季平板出货3930万台，

环比小幅增长6.8%。 由于品牌厂商大多数在第

四季度密集推出明星产品或祭出促销方案，因

此业内对第四季度平板成长性较为看好至

25%。 尽管如此也改变不了全年平板市场走弱

的态势。

TrendForce笔记本电脑分析师王靖怡表

示，2015年度平板戏剧性出货亮点将在亚马

逊。亚马逊今年前三季出货表现不佳，第三季出

货成长率甚至同比下降25%； 然而在10月底上

市的7英寸新机， 除以售价49.99美元高性价比

推出，更加码买五送一。 因此，TrendForce预估

上调亚马逊今年出货量至480万， 年增长率上

调至25%。

除低价机型销售告捷外， 微软亦掀起一波

2in1机种风潮 。 微软第三季出货逆势增长

13.4%，主要是因为平价入门机型更容易让消费

者买单，Surface3本季出货持续冲高， 甚至超越

Surface� Pro3，占微软整体出货量逾六成。 在11

月中即将开卖的12.3英寸Surface� Pro4新机拉

抬及Surface3持续热卖下，第四季出货仍有两成

增长空间。 TrendForce预估微软2015年平板出

货将逆势增长380万，年增长幅度达44%。

苹果iPad第三季出货990万台， 环比下降

9.6%， 同比下降19.8%。 9月发布的两款新机

iPad� mini4及大尺寸iPad� Pro主要在近年第四

季放量， 业内预计届时出货量有超过三成成长

空间，呈现前低后高局面。 iPad� Pro市场反应虽

火爆，但考虑到供应链偏紧状态，第四季供货将

少于200万台； 且在大尺寸手机iPhone6系列上

市后，iPad需求持续受到冲击， 因此iPad� mini

系列出货虽将于第四季达高点， 总出货量仍远

不如往年。 TrendForce持续下修2015年iPad出

货总量至4650万台，同比下降27%。

三星第三季出货仅760万台， 环比下降约

4%， 主要原因在9.7英寸以上大尺寸机型销售

较第二季衰退，8.4英寸以下机型出货则反而相

对稳定。 第四季三星将持续冲刺9.7英寸产品拉

抬出货量， 并推出一款18.4英寸新机Galaxy�

View，以家庭娱乐中心概念，希望打造出区隔

化市场， 然而该机型初期出货将少于10万，对

整体出货量帮助不大。 TrendForce预估三星

2015年平板出货至3280万，同比下降超20%。

联想主战场在平板厮杀激烈的大陆地区，在

白牌厂商低价平板侵蚀下，第三季出货量约234

万台， 季成长约5%；2015年整体出货则下调至

930万，同比下降12.9%。

华硕则在近年第三季推出新机， 以背盖充

电功能及高性价比成功吸引消费者目光， 出货

量大幅增长29%。 TrendForce预估华硕2015年

平板出货约560万，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仍呈下滑

态势。

智能制造产业火热

科技创新层出不穷

□本报记者 徐金忠

在11月3日开幕的2015年中

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 智能制造

成为重要看点。 本届工博会集中

展示一批工信部的“智能制造试

点” ， 集中体现国内外高端制造

“跨界、协同、融合、创新” 趋势，

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最

新成果，成为中国制造升级“风向

标” 和引领智能制造的新平台。

在此次工博会上展示的智能

制造， 既有传统生产工具的现代

化改造，如工业机器人等，也有智

能化生产操控系统等。 “工业

4.0” 和“中国制造2015” 等将持

续催热智能制造， 新的科技创新

也将层出不穷。

智能化工具层出不穷

本届工博会上机器人展区面

积大为增加。据悉，今年工博会上

机器人展区达3万平米，而去年为

1万平米。来自国内外最先进的机

器人悉数登场， 包括全球四大机

器人巨头：瑞士的ABB、日本的发

那科和安川电机、德国库卡，以及

那智不二越、OTC、 松下电机等。

另外，川崎机器人、柯马、中信重

工、 钱江机器人等则是首次在工

博会上参展。

在展品中，新款、爆款不少。

日本发那科展出的机器人超30

台，此次首发的“全球负载最大

的协作机器人CR-35iA” ， 可适

用于汽车制造、机床上下料等。另

外， 川崎机器人还首发专门针对

3C、 电子电气等生产周期短，自

动化尚不发达领域推出的“双手

腕定位机器人duAro” ；ABB首

发工业机器人IRB8700等。另外，

沈阳新松展出智能爬壁喷涂机器

人， 以及在国内领先的七轴机器

人； 中信重工首发最新研发的

“矿山机器人” ，实现矿山高危环

境使用工业机器人的系统化、产

业化。

以KUKA公司为例，KUKA

此次也正式推出 KR� CYTEC�

Nano系列机器人，成为低负载工

业机器人领域新标杆。据悉，全新

的关节臂式KR� CYTEC� Nano

机器人采用流线型设计、 反应敏

捷、操纵灵活，负载范围为6公斤

至10公斤，能胜任长距离工作范

围， 即使在狭窄空间内仍能工作

自如， 凭借前所未有的小巧紧凑

外观而赢得市场青睐。资料显示，

KR� CYTEC� nano系列提供“高

防护” 型号产品，整体机器人防

护等级达IP65(防尘防水)，能完美

保护设备免受灰尘和水流侵袭。

此外， 机器人手腕防护等级高达

IP67， 可承受较高的表面温度及

长期大量灰尘、 润滑油和冷却剂

侵蚀。

国家政策及经济转型等催化

下，生产机器、生产流水线等都在

进行着智能化改造。

生产系统加速升级改造

在工业机器人等工具逐步智

能化的同时，公司的生产体系、系

统也正在进行智能化改造。 而生

产系统的智能化改造更能推动

“互联网+工业” 、“工业4.0” 等

战略落地。

此次工博会上， 上海明匠智

能也正式发布智能网关 “牛顿

1.0” 操作系统，将成为开启互联

网＋工业的万能钥匙，让“工业

4.0” 、“中国制造2025” 等发展

目标变得触手可及。

据悉， 牛顿1.0系统是基于

ARM处理器和嵌入式实时操作

系统的智能采集平台， 支持西门

子、三菱、台达等数10种PLC（可

编程逻辑控制器） 采集， 以及

Fanuc、三菱、西门子840D等主

流数控系统数据采集， 该平台投

入使用可将工业4.0项目实施难

度降低60%，维护成本降低90%，

用户只需简单配置即按照自己意

愿去采集想要的数据， 通过智能

执行制造系统 （MES） 算法处

理，反作用与生产线，快速实现工

业智能化生产。 这也是继去年工

博会上明匠智能发布国内首条国

产化工业4.0生产线后，在工业4.0

领域内的又一重大突破。

货运

O2O

成资本角逐之地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滴滴、快的和优步所在的出行

市场近来发展快速， 经资本洗礼

后， 目前市场格局已相对稳定，创

业及投资空间有限。在“互联网+”

浪潮之下，与生活息息相关，但平

时关注不多的货运市场，有望成为

创业者和资本下一个必争之地。有

业内人士预测称，2014年公路货

运市场规模超4万亿元， 是出行市

场的4倍， 下一个千亿元级互联网

公司很可能会在物流行业中诞生。

货运APP百花齐放

当下，在规模庞大的零担运输市

场当中，主要存在两类企业，一类是

以德邦为代表的网络零担公司，另一

类是专线企业。网络零担公司建有全

国长途运输网络和同城配送网络，可

以完成两地之间门到门货运服务。然

而，中国营业收入规模前30的网络零

担企业也只占到零担市场的1.47%，

高度分散。专线企业聚集于每个城市

城乡结合部的物流园区，是中国货运

行业主力军。这类专线企业总体上标

准化水平低、信息化水平低、自有车

辆少， 但这类企业却占据零担市场

90%以上份额，是中国货运行业名副

其实的主力军。 除此之外，在城市内

还有大量同城货运需求。

因各类市场主体高度分散，

信息严重不对称， 交易环节不标

准， 由此同城和长途货运产生交

易成本高、货运失效差，服务水平

弱等诸多问题。

在这一背景之下， 各类货运

APP应运而生。 总体来看，当下货

运APP主要分三类：一类是同城货

运模式，包括快狗速运、云鸟配送、

货拉拉、一号货车，主要集中于批

发市场、仓配合个人等需求；第二

类是长途整车模式， 包括货车帮、

运满满、物流小秘等，主要实现货

主与长途大卡车信息匹配过程；第

三类是运力交易平台模式，以快货

运为代表， 以专线同城配送为入

口，进一步推动长途零担交易和长

途整车的标准交易。

各路资本跑马圈地

众多货运APP出现，也吸引各

路资本关注。实际上，近来货运APP

获得融资的消息此起彼伏。 今年下

半年以来，1号货的、一号货车、斑马

快跑、蓝犀牛、快货运、货拉拉、58到

家相继宣布完成不同阶段融资。

业内人士指出， 虽货运O2O

存在诸多难点， 但货运O2O能解

决信息不对称这个行业痛点，这

将无法阻挡货运O2O前进， 未来

在货运O2O领域有望崛起巨头。

当前的同城货运模式优点是在资

本支持前提下， 容易快速提高交

易量， 难点是向长途货运交易拓

展。 长途整车模式的优点是需求

比较大、收费高，难点在于从信息

匹配到标准交易的过渡。

在各类货运O2O企业中，同时

能打通同城货运和长途货运交易环

节的公司值得关注。比如快货运，首

先专注于专线的同城配送， 在专线

使用习惯、 交易闭环和信任度都形

成后，就可以向长途货运交易拓展，

解决上述难点。目前，快货运同城叫

车系统已比较成熟， 可以帮助专线

和货车司机快速达成运力交易。 另

外， 快货运近期将上线长途零担交

易系统， 可以帮助专线之间完成长

途货运标的物交易。 快货运将形成

类似淘宝模式的运力交易平台，让

各类运力像商品一样便捷交易，有

能力为货主提供同城和长途一站式

货运服务，形成闭环。

量子通信为信息安全护航

□本报记者 王荣

刚发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指

出，以2030年为时间节点，再选择一

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

目，力争有所突破。 而在提及的七大

项目中就包含量子通信。

作为信息传输安全的解决方案，

量子通信成为各国重点攻关的方向，

而我国在这一领域也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 国信证券研究报告称，国内已

准备将量子通信进行商用。量子通信

可能成为继高铁、核电外又一张国家

“名片” 。

护航信息安全

量子通信起源于利用量子密钥

分发获得密钥加密信息。其原理是利

用量子态的不可复制性，在通信光缆

两端用量子加密，信息若被截获或复

制， 量子态被破坏后就会产生乱码，

所以量子通信加密甚至被称为 “绝

对安全” 的数据传输解决方案。

随着“棱镜门”事件的发展和全

球政治形势的变化，信息安全引起世

界各国重视。这也成为各国积极部署

量子通信的直接推动力。

与此同时，量子通信已成世界各

发达国家激烈竞争的焦点。欧洲各国

积极准备其军事量子通信网络建设，

并出台《欧洲量子科学技术》计划及

《欧洲量子信息处理与通信》 计划。

日本方面，邮政省将量子通信列入21

世纪战略项目及国家高技术开发计

划，预备10年内投资400多亿日元进

行研究。日本还提出以新一代量子信

息通信技术为对象的长期研究战略，

计划在2020年至2030年间建成绝对

安全保密的高速量子信息通信网。

相比国外，我国量子通信研发起

步早，技术积淀深，在世界上具备领

先地位。 中科院院士潘建伟曾获得

2012年度国际量子通信奖实验奖，

也是全球首位获奖的华人物理学家。

目前，潘建伟团队技术在国际上处于

领先水平，在全球首次实现未知量子

态的远程传输。 国内经“棱镜门”事

件催化，以及中央网络和安全信息化

小组成立，网络信息安全已上升成为

国家战略。量子通信在信息传输上的

安全优势显现。

产业化开始

由于绝对安全的特性，量子通信

在通信、保密、金融等领域有着巨大

需求。兴业证券研究报告指出，未来，

量子通信技术市场规模有望达到千

亿元级别。

以国防领域为例，量子通信能应

用于通信密钥生成与分发系统，构成

作战区域内机动的安全通信网络；能

用于改进光网信息传输保密性，由此

提高信息保护和信息对抗能力；还能

应用于深海安全通信，为远洋深海安

全通信开辟崭新途径和目标，为国防

赢得先机。

目前我国量子通信已商业化。

10月28日， 以潘建伟为技术指导核

心的浙江神州量子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的运营公司，将投入1.7亿元，建设

“杭沪量子商用干线” ， 这是国内首

条量子通信商用干线，建成后可实现

沪杭区域内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

通信数据的绝密传输。

据悉， 在量子通信城域网方面，

我国已建设完成合肥城域网、济南城

域网；在量子通信干线方面，我国正

建设世界最远距离的光纤量子通信

干线京沪线， 预计将于2016年前后

建成。 此外，中国计划在2016年先于

欧美发射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作为通信技术的未来演进方向，

量子通信业终将进入广域网、城域网

等公网市场内。 目前，三大运营商的

资本支出主要决定国内公网投资建

设的市场规模。由于4G投资，三大运

营商近两年的资本支出出现一定程

度上涨，达到4000亿元左右。 未来随

着4G投资的结束，以及“营改增” 对

于三大运营商的利润压力，预计其每

年资本支出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

国信证券分析师指出，若未来5

年至10年内，仅在公网市场，量子通

信对于传统通信的替代率为2%，量

子通信在公网市场中的规模将达到

60亿元左右。

资本市场积极参与

在量子通信产业化过程中，国内

上市公司接入较早。11月5日，华工科

技在回答投资者提问时介绍，量子通

信是国家级战略，产业化过程还需国

家政策与资金支持，公司在这方面具

有技术与人才储备。华工科技主营激

光器、激光加工及成套设备、激光全

息防伪系列产品、敏感元器件、光电

器件产品等开发、研制、销售、服务。

早在2010年7月，“合肥城域量

子通信试验示范网”项目正式开始建

设，中信国安子公司合肥有线电视宽

带网络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40%的

股份）参与其承建项目。 安徽作为中

科大量子通信潘建伟团队所在省份，

将会继续推出试验建设项目。 而公司

作为高科技企业也可能继续深入量

子通信领域的合作与生产。

2014年， 中天科技向中科大上

海研究院捐赠量子保密通信技术研

究所需的光纤光缆及器件，产品用于

中科大上海研究院的“300公里超长

距离量子通信安全密钥分发实验”

项目。 申万宏源分析师指出，中天科

技作为国内光电缆品种最齐全的企

业，未来可能研制适配与量子通信线

缆相关设备。

在今年年初，量子通信京沪线第

一阶段室内联调即将展开。 有消息

称，以第一名中标室内联调系统的神

州信息子公司神州数码系统集成公

司中标额度达亿元以上。 近期，另有

海格通信表示，公司与一些知名院校

进行量子通信相关课题探索和研究，

但没有进入产业化阶段。海格通信主

要从事通信设备及导航设备的研制、

生产、销售和服务。

在传统通信中， 电子和光子是主

要的通信信息载体， 对应的通信形式

则是电缆通信、微波通信及光通信等。

从理论上讲，与传统通信相比，量子通

信优势主要在于其超高的安全性、快

速传输速度和较远的传输距离。

然而实际操作中，由于技术尚不

成熟，量子通信还没能达到理论传输

速度和距离，因而短期内量子通信相

较于传统通信的优势，或者说量子通

信的价值，主要在于安全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