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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 姜卓

本报讯 2015年中国空调市
场的表现让人始料未及，销售
量与销售额双双下滑的局面至
今令人记忆犹新，而这一页的
历史告诉我们，高举价格战大
旗、清理低端库存的做法，不但
折损了空调行业整体利润水
平，也没有让终端需求得到更
好更精准的满足。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数据反
馈的情况，2016年国内空调市
场开局就表现相对惨淡，1-2月
份空调销售量、销售额又遭遇
滑坡。面对如此严峻的市场环
境，空调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
变的“此消彼长”。

双方谋求深度合作
专家解读，空调市场现阶

段仍处于调整期，机遇犹存，
不必因为外部环境低迷而过度
悲观。作为企业，最终要做的
是抓住消费者产品诉求、用户
习性、区域市场特征以及渠道
等各环节带来的一些新的变
化，提高供给精准度，抓住有效
市场。

今年“五一”前夕，苏宁和
格力联合宣布让利消费者，推
动“三三”计划，率先启动五一
空调市场。苏宁、格力联手后，
各自相互支持三项举措，以及
回馈消费者的三举措。

格力作为品牌商，为苏宁
提供新品首发、全品类产品进
驻及爆款资源等三方面的优先
支持，而苏宁作为国内家电行
业翘楚，为格力提供渠道、服务
和数据支持等三项优先保障。

双方早在今年3月份明确
合作后，在线下渠道苏宁快速
地推进格力的进店计划，以最
快的时间进驻了上海 50 家店
面，同时，苏宁易购专营店、苏

宁易购都在加快进驻。在大单
产品的采购方面，双方就2016
年旺季制定了10万套的大单采
购协议，提前备战暑期市场。

上海苏宁总经理范志军表
示，过去，空调产品在概念上突
破不多，但这不代表消费者没
有需求。“IP空调”（通俗来讲以
原创设计为主的个性化空调）
这一新概念，将在未来2-3年成
为一种趋势，这些产品在功能、
性价比、设计等方面则会更加
迎合年轻消费者的口味。

提高供给精准度
如何进一步撩动空调市场

的消费激情?近日，京东家电发
布的空调大数据研究结果显
示，空调消费者购买目标明确，
消费偏于理性。2015年 9月-
2016年3月期间，圆柱柜机、高
能效空调、智能空调的销售额
占比分别提升9%、10%、17%。

从数据中也可以看到不同
的地域也有差异化的产品消费
变化，比如广东人民超爱挂机，
是单冷空调消费大省，2015年8
月-2016年3月期间，广东省挂
机销量占全国19%，其中单冷空
调销售套数占全国 64.5%。而
江苏柜机卖的火爆，圆柱造型
是最爱，其圆柱形柜机占比达
到42%。而华东顾客买空调壕

气十足不含糊，3500元以上的
挂机和8000元以上的柜机销售
基本集中在上海和江苏地区。
同时北京、江苏首选高能效空
调，东北“银”买家电看颜值，一
些偏远地区如贵州省对这种大
件消费也不含糊。

“通过大数据分析洞察到消
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以精准化营
销让消费者得到更好的购买体
验，这正是供给侧改革在具体业
务上的体现。”京东家电事业部
空调业务总经理薛有为说。

青年报 王霞

本报讯 为积极推进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推动“互
联网+”创新应用，5月4日，上
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联通在沪
签署《推进“互联网+”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以规模化推动智慧
应用在各领域的渗透。

据了解，本次合作双方将
聚焦积极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和努力推动“互联网+”创新
应用两大领域，共同推进深度
合作。

“作为重要战略发展区域
之一，中国联通计划5年内在上
海投资 140 亿元，助力‘互联
网+’行动计划及大数据发展战
略实现的同时，提升城市光纤
宽带网络覆盖和高速移动通信
网络能级，促进两化深度融合，
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升
信息化对上海国际竞争力和软
实力的基础性作用。”中国联通

相关负责人表示。
根据协议，双方将以服务

“互联网+”和智慧城市建设为
导向，加大创新网络的投入，着
力打造世界领先的信息基础设
施，并将在上海实施移动网络
峰速达1Gbps和宽带接入能力
重点区域达 1Gbps 的“双 G”计
划，继续加大无线城市和城市
光网建设力度，持续推动宽带
大幅提速，努力提升市民和企
业使用感知。

中国联通方面表示，未来5
年，将在上海多技术路径与模
式探索物联专网建设，率先部
署覆盖全市域的NB-IoT物联专
网，助力提升城市运营管理能
力和效率。

与此同时，围绕上海“四个
中心”建设，中国联通明确了
创 新 信 息 服 务 、实 现“ 互 联
网+”产业应用先行先试等 4
大定位。

在创新信息服务方面，中

国联通将为“互联网+”众创空
间、智慧园区建设提供支持，
为中小企业“互联网+”转型提
供支持。打造智慧园区 2.0 平
台，加强与园区、商务楼宇运
营主体的深度合作；做强中国
联通移动互联网国际创业中
心，完善孵化平台功能；探索
联通大数据开放模式；打造中
小企业“互联网+”云服务平
台。

在产业应用方面方面，将
聚焦金融、协同制造、商贸等
部 分 传 统 产 业 ，实 现“ 互 联
网+”产业应用的先行先试。
在上海设立中国联通金融应
用基地，建成金融极速专网，
形成服务金融行业数据交易
的差异化竞争能力；支持上海
制造企业实施“互联网+先进
制造”行动，开放联通物联网
平台，推动制造企业制造向服
务提供转型；打造4G+“智慧商
场”方案，助力上海商圈的移

动互联网化改造。
与此同时，面向广大市民

的衣食住行，中国联通还将进
一步推进“互联网+”交通、健
康、教育、旅游、智能家居等的
创新应用。

此外，在城市管理领域，中
国联通还提供各种信息化集成
服务，助力提升政府公共服务
能效，包括全力建设环境监控
平台；建设城市公共设施物联
专网管理平台；参与构建上海
市热点区域人流预警系统；提
供优质资源支持政务系统向云
端迁移等举措。

据透露，中国联通还将在
浦江镇建设其上海国际出口局
第二机房，新建中国联通浦江
数据基地和临港云数据中心基
地，推动服务上海城市管理和
社会服务的公共云平台、服务
重点行业的云平台、大数据平
台建设，打造“互联网+”背景下
的新型基础设施。

与上海市政府达成合作推动“互联网+”

中国联通在沪五年投资140亿

空调销售“冷”年
厂商渠道合力撩动市场热情

2016 年的天气因素又会

呈现什么“画像”？

近日，北京气象服务中心

高级工程师张明英预测，根据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气候状况

声明，因受人类活动和强厄尔

尼诺的影响，极端天气现象出

现越来越多，这一趋势在2016

年以来会持续发展。我国西北

地区、华北大部分地区、江南

南部、华南北部进入盛夏后，

高温(日最高气温≥35℃)日数

较常年同期偏多，可能发生阶

段性高温热浪事件。

[相关阅读]

极端天气将增多

■资讯

买票网与
Billboard合作

本报讯 王霞 近日，移动
互联网出行平台优步（Uber）宣
布推出“优生活”（Uber Life）
功能，为本地用户提供一站式
的城市生活指南。“‘优生活’
是优步专为中国市场量身定
制的新功能，可以把优生活想
象成优步为所在城市的乘客
们编写的一本一本城市指南，
甚至是高端版的大众点评。”中
国优步中区总经理兼上海总经
理汪莹表示。

作为首批开通“优生活”服
务的城市之一，上海用户即日
起将可在Uber App左侧边栏中
看到“优生活”选项，该入口将
围绕用户的基本生活和物质、
精神需求，展示一系列的“优生
活”内容，包括各种商家福利、
好玩的活动、独特的去处、有趣
的故事等。

优步打造高端版
“大众点评”

本报讯 沈旖旎 近日，买
票网宣布与 Billboard 进行合
作。Billboard Radio China 是
其 大 中 华 区 的 唯 一 输 出 代
表，该平台让音乐及喜剧爱
好者相互交流，通过买票网
平台还能购买各类演唱会入
场券。

据了解，买票网至今运营8
年，其营销网络已经覆盖上海，
北京及其他主要城市。此次的
合作对于买票网和 Billboard
Radio China来说，都具有很深
远的意义。双方携手旨在打造
互联网思维模式运营下的新典
范，实现音乐，话题，演出，营销
的深度结合。

本报讯 王娟 4 月 26 日，
“餐饮百老汇”系列主题活动在
上海举行。据了解，此次活动以

“未来互联网智慧餐厅博览会暨
数字餐饮O2O论坛”为主题，在论
坛上，多位嘉宾分别针对2016年
餐饮趋势、未来互联网智慧餐厅
解决方案、餐厅O2O方案如何落
地等多个商户关心的问题作了
深入的交流。

据悉，本次“餐饮百老汇”上
海站论坛主要分为“未来互联网
智慧餐厅博览展”及“数字餐饮
O2O论坛”两大部分。其中最引
人关注的莫过于“未来智慧餐
厅”的理念走进现实，并将为餐
饮商户带来更多切实可行的执
行方案。

未来智慧餐厅博览会从未
来餐厅理念展区、店内服务展
区、店外服务展区、商户平台展
区几个部分还原了商户与消费
者日常的各个消费场景，生动形
象地展示了未来餐厅智能化、自
助化、数据化的情况。而这些智
能餐厅里的创新营销管理工具、
信息化的云服务平台，将给餐饮
界人士带来更多未来数据化的
可能。

未来互联网智慧
餐厅博览会开幕

本报讯 高彩云 珍品荟萃
的2016上海国际珠宝首饰展，5
月 5 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开
幕。展会由中国珠宝玉石首饰
行业协会、国土资源部珠宝玉石
首饰上管理中心等众多权威机
构共同主办，是全国最具品牌
化、国际化、权威性的珠宝盛会
之一。此次上海国际珠宝展，特
邀上海宝玉石交易中心参展，向
行业内外重点展示其“宝玉石身
份证”、宝玉石供应链、宝玉石
O2O、宝玉石金融等创新内容，揭
示重塑宝玉石传统行业格局的
前景。

如今中国珠宝市场零售额
已达5000亿元，是全球最重要
的珠宝市场之一。而上海则是
中国最大、最超前的珠宝首饰消
费集散地，年销售额占全国1/5，
是举办国际珠宝盛会的理想地
点。展会受到国内外关注力度
越来越强，据展会方介绍，本次
将有来自12个国家的近千家企
业参展。

据展会方提供的资料显
示，上海宝玉石交易中心是致
力于建设阳光、诚信宝玉石交
易生态圈的第三方一站式公共
服务平台。宝交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观众可在宝交中心
展区找到面向宝玉石产业链
诸多瓶颈的创新解决方案，涵
盖宝玉石通关、市场评估、鉴
定、仓储、物流、金融等众多服
务功能。

“宝玉石身份证”
亮相上海珠宝展

■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