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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玛特亮相家电展
开启家居新创想

本报讯 姜卓 想象一下，下

班前你打开手机APP，远程指挥

智能扫地机器人提前打扫干净

房间，甚至借助其摄像头和语音

功能，跟家中的孩子对话，看宠

物嬉戏玩耍⋯⋯这看似未来科

幻片的场景在刚刚举办的201 5

年中国家电博览会的福玛特展

区上演。

据介绍，福玛特一直致力于

与全球顶尖研发机构合作，开发

更为先进、智能的健康家居产

品。在今年的家电展上，福玛特

推 出 了 明 星 产 品 FM-R750B。

FM-R750B不仅在前代产品基础

上进行了外观及清洁功能的迭

代，更在这款产品中植入了远程

遥控、视频联通、语音通话等多

种功能，还将打通京东旗下“ 京

智”智能家居APP，联通全品类的

智能家居大家庭。未来，通过这

款智能扫地机器人，消费者不仅

可以轻松享受远程视频、语音通

话、智能互动等功能，也将实现

智能扫地机器人与其他智能家

居产品的全面连接。

积分钱包
打造积分生态圈

本报讯 沈 旖 旎 据 统 计 ，

201 4年国内金融、电信、航旅、电

商、百货等行业的积分发行量价

值数百亿元人民币，但积分实际

消耗率则仅有1 8%，大量的积分

被用户沉淀不用，积分并未发挥

其构建客户忠诚度的作用。为

此，一款专业打造积分生态圈服

务的APP应用———“ 积分钱包”

应运而生。该应用于今年2月开

始，已陆续在Apple App St ore、

安卓市场、百度助手、91 助手、应

用宝、360应用、小米应用等手机

应用商店低调亮相。

其CEO艾伦表示，在传统积

分营销模式下，单一企业发放积

分额度有限，用户积分累积慢，

积分花销渠道窄，兑换品类少，

因此在实际积分消费过程中常

常被诟病以体验差、感知弱的问

题。积分生态圈正是“ 积分钱

包”为企业用户提供的主要服务

之一，就是为了让更多企业的积

分能互换互通。

据了解，“ 积分钱包” 现在

已经实现部分不同领域的积分

价值共享。未来线上线下推出的

积分活动还将继续创新，不再局

限于兑换商品，而是能兑换更多

的增值服务。如此一来，一直被

视为“ 鸡肋”的各种行业积分的

价值将逐渐受到重视，并加以合

理利用。

“ 互联网+”浪潮来临，彩电业的互联网融合进一步加深

彩电业“ 内外兼修”创智能
当下“ 互联网+”的概念正在各领域持续“ 发酵”，并引发新一轮概念股小高潮。受此影响，彩电业

与互联网的融合也正进一步加深。
近日，创维、康佳、小米等陆续公布年度新战略并上线智能新品，不仅“ 内修生态”搭平台，也在努

力突破传统企业的模式束缚，“ 外寻”互联网领域巨头拓思路，“ 家有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来，企业先
要搭好平台并切实落地，才能引来合作伙伴共筑梦想，”创维集团总裁杨东文日前接受采访时发声道。

青年报 姜卓 王霞

内修：
要“ 引凤凰”先“ 栽梧桐”

“ 智慧家庭”是个筐，什么

都能往里装———这虽是句不太

严肃的调侃，但亦从侧面反映

出，建设“ 智慧家庭”的目标看

似简单，其实是个极为庞大复杂

的工程。

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巨头开

始在去年结盟，希望能率先找到

“ 打开智慧家庭大门” 的钥匙，

包括谷歌、苹果等在内的“ 硅谷

贵族”，海尔、美的等传统产业

集团，以及腾讯、阿里等互联网

巨擘，甚至万科、花样年、龙湖地

产等房地产和物业公司，都无一

例外地纷纷加入这场“ 混战”。

行业内的风起云涌，再加上

近期“ 互联网+”概念的冲击，

着实容易令人“ 乱了阵脚”。

然而，创维集团总裁杨东文

近日接受采访时，对彩电业智能

化方向的规划似乎并未受行业

变幻纷扰，更显“ 思路清爽”。他

表示，单独一块智慧屏幕势必无

力承载全球智慧家庭之梦，这个

伟大梦想需建立平台、活跃软硬

件开发者生态，才能提供家庭环

境所必需的丰富服务。

“ 家有梧桐树才能引得凤

凰来”，杨东文指出，企业想要

引来合作伙伴共筑梦想，首先需

自己搭好平台，并有切实的落地

效果。

据了解，创维对智慧家庭的

布局已有4年，彼时便已在机顶

盒、冰洗、空调、照明、安防、家用

电器等多元化产业发力，并携优

势产品大举进军东南亚、非洲、

欧洲和北美市场。同时，设立专

项资金预算鼓励内部各互联网

团队创新和试错，待新业务发展

明晰便给予空间、独立单飞。

目前，创维数字已分拆上

市，市值过百亿；创维电器进入

市场仅3年，产能便已突破600万

台，销售增速55%以上。此外，创

维节能空调即将进入7000家专

卖店。

同样是搭建平台销售产品，

小米模式虽与传统企业反差颇

大，但在智能家庭的布局上却一

步不落———从“ 客厅单品”小米

电视、以及把控节目源的小米盒

子，到“ 智能中枢”小米路由器，

“ 智慧家庭”已然在囊中。

近日，40英寸小米电视2新

鲜亮相，依然主打“ 性价比”标

签，售价不超过2000元，但屏幕

采用十代线原装进口夏普SDP超

晶屏，且配备四核CPU及1 080p

高清分辨率。笔者从小米方面了

解到，小米电视2将于本月底开

售，即日起开放预约。

外修：
从“ 同销售”到“ 同研发”

在智能电视的延展方面，传

统 彩 电 企 业 与 互 联 网 企 业 的

“ 联姻”已不是新鲜事，TCL与爱

奇艺联手，海尔与阿里联手等。

近日，康佳也深度联手阿里巴

巴，在拓展线上渠道的基础上，

联推新品。

近日，康佳智能电视线上品牌

KKTV与阿里YunOS正式达成战略合

作，宣布未来将围绕用户需求、产

品规划、系统应用展开全方位、深

度合作，并发布搭载全新阿里

YunOS系统的U50智能电视新品。

据了解, 早在201 3年，KKTV

便以线上品牌切入智能电视市

场，与阿里旗下的天猫等电商渠

道建立了稳固的分销关系。

康佳方面透露，此次合作与

以往仅仅产品在天猫上推广、销

售不同，双方的融合将全面覆盖

从产品到用户端的各方面，KKTV

与阿里也实现了从“ 一起卖电

视”到“ 一起做产品”的升级。

“ 201 5年，我们将不再强调销

量，而更看重用户的转化、活跃

度和连接强度，并计划达成1 50

万的活跃用户目标，”康佳相关

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KKTV更

像一个新生的婴儿，没有负担，

成长更快，相信将很快在线上

“ 再造一个康佳”。

对于传统家电企业与互联

网企业的频频联手，业内给予的

评价也颇为积极。

“ 这一典型的C2B模式，不仅

整合了双方的数据、制造、系统、

售后等优势资源，也进一步压缩

了环节，降低了成本，”一位业内

人士对此次康佳与阿里深度联手

产生的行业影响评论道。

青年报 王霞

本报讯 提起网络游戏，大

多数人脑海中或许会浮现搏斗、

厮杀、胜负等词语，但如今，爱和

光明，也已经开始出现在网游世

界要传达的信息中。

笔者近日获悉，巨人游戏旗

下产品《 仙途2》与春晖博爱公

益项目达成深度合作，将共同开

启网游“ 慈善模式”。

“ 届时，《 仙途2》所获游戏

充值将按一定比例转化为公益

费用，”3月25日，全手绘光明风

玄幻网游《 仙途2》在杭州宣布

将于4月1 0日启动公测，雪狼软

件总经理、《 仙途2》制作人秦玉

表示，该游戏将开创网游慈善模

式，支持公益事业。

“ 我们想传达的理念是，游

戏中玩家的每一次PK都不是一

个人在战斗，而是在‘ 为爱挑

战’，”秦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不少玩家对此表示，既是意

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 网络游

戏也能传达出满满正能量”。

实际上，早在《 仙途2》内测

期间，便已经开始尝试与中国的

NGO（ 非政府组织）合作，将玩家

在游戏中充值金额的1 0%以玩

家名义进行慈善捐款。玩家可以

在《 仙途2》的官网上查询捐赠

的善款数和救助儿童的基本信

息，随时查询每一笔资金去向。

据主创人员透露，爱、光明

和喜悦被定义为该游戏的基调，

“ 我们不想再在游戏中宣扬对

立和仇恨，而想告诉玩家不只有

暗黑风格的游戏才会好玩，让每

一个玩家都回归简单”。

针对这一创作理念，《 仙途

2》 不仅将游戏中常规出现的

“ 仇敌列表”取消，还设立了独

特的“ 为爱挑战”玩法，玩家PK

无论输赢，都会向慈善机构捐赠

一笔善款，希望借此改变传统网

游中玩家过于注重输赢的心理。

不过，玩家无须担心进入游

戏后会被强制充值。“ 玩家在道

具商城购买非消耗类商品后，如

有不满意可立即退货，只收取极

低的折损费，” 游戏负责人表

示。此举在游戏界也属少有的优

惠措施。

另据了解，《 仙途2》 还与雷

蛇达成合作，后者将为前者的玩

家独制一款专用游戏鼠标，玩家

通过打BOSS等各种任务，将有机

会获得掉落的虚拟雷蛇鼠标兑换

码，然后在官方网站上进行兑换。

传递游戏正能量《 仙途2》启动慈善模式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