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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游戏《龙之谷》
透露IP新布局

本报讯 王霞 近日，盛大游
戏集中公布其“王牌”IP之一《龙
之谷》在端游、手游方面的全新
规划以及推动IP文化布局等消
息。今年是《龙之谷》6周岁“生
日”，自 2010 年公测以来，《龙
之谷》吸引了无数“谷迷”，并成
为“从游戏到泛娱乐的文化与
精神代表”。据盛大游戏高级
副总裁兼 D.N.A 工作室总经理
陈光介绍“一方面，我们将力图
实现最真实最完整的还原，另
一方面则鼓励UGC产出，继续延
伸多产品布局。”

据悉，《龙之谷》在文学、动
画、电影、电视剧方面都已有新
的布局规划。陈光着重强调，
《龙之谷》手游“100%还原了端
游的游戏架构”，包括动作体验、
世界观、画风及深度、丰富的玩
家交互和系统设定等，全面体现
了端游的精髓和灵魂。

发现旅行
升级管家服务

本报讯 王霞 随着复购用
户规模的持续扩大，既往提出的

“不飞廉航、不住快捷、不搜攻
略、不去拼命”以及“7*24小时
管家服务”的产品标准快速深入
人心的同时，用户的超预期体验
感将自然衰减，为此，发现旅行
近日宣布全线升级其“管家服
务”，首推“有当地管家的自由
行”，以“增强与用户的实景交
互，由“贴心不贴身”进化至“在
你身边”。

发现旅行CEO王振华披露，
发现旅行80%的新增下单用户来
自亲戚、朋友推荐。此外，超过
96%的用户在电话回访中选择“经
过这次旅行体验，愿意向周围亲
友推荐发现旅行的这款产品”以
及超过90%的用户愿意”下次出行
的时候考虑选择发现旅行“。据
悉，首张被定义为“自由行领域含
金量最高的粉丝专属卡”——发
小卡也同步推出，发现旅行方面
表示，持卡者不仅将及时获享发
现旅行各种线上福利；线下，在发
现旅行的各海外目的地，出示此
卡，持卡人将获得发现旅行当地
管家的倾力帮助。

2016IFI国际
室内设计日开启

本报讯 王娟 近日，2016IFI
国际室内设计日，在上海举行。
今年的活动主题为“设计·智慧”，
在活动论坛上，受邀的优秀设计
师和学术大师、企业家、传媒领
袖，齐聚一堂，就这一主题展开丰
富多样的演讲及讨论，并与会场
内千余名观众交流互动。

据了解，国际室内设计日由
国际室内建筑师设计师团体联
盟（IFI）发起，每年一度，在五月
的最后一个周末举行。每年活
动举办期间，全球设计界专业人
士、各国设计组织、设计爱好者
及公众纷纷积极参与到该项盛
事中。并就设计对社会、文化以
及未来生活方式的作用发表远
见卓识。充分发挥设计师的创
造力、想象力，向公众展现设计
师巨大的创意热情。

■资讯内容、营销、形态多线推进

家电玩“跨界”多方求突破
“所谓创新，如果据

守传统的界限，就不可能
有大作为、大创新。”方太
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茅忠
群表示。随着消费者对
产品使用习惯的多样化，
近日，海信、方太、TCL等
企业纷纷在“跨界”方面
发力，从内容扩充，到营
销升级，再到产品形态的
融合，“跨界”已经开始从
邀请明星加入提升品牌
形象，逐渐下沉到更深
层的领域。 青年报 姜卓

突破观界 内容为王
自从互联网电视“热”起来

之后，可呈现给观众的内容日
益成为焦点。

近日，互联网电视行业又
多了一位重量级选手-VIDAA互
联网电视。作为海信集团旗下
独立子品牌，VIDAA互联网电视
面向追求品质与个性化的年轻
用户群体，在产品音画表现、外
观工艺和智能交互设计等方面
都展现了年轻科技范。

“内容运营的价值是创造和
满足用户需求，在生态之下，用
户价值最大化是最终目标，”海
信海视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于芝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不过，于之涛认为，视频是
互联网电视用户最基本的需
求，“一些互联网电视品牌甚至
会为发展付费会员取消非会员
用户的的高清观看特权，这种
为了视频盈利赚钱而破坏用户
体验的做法我们并不认同。”

据悉，VIDAA的用户即便不
购买会员，仍有92%的免费高清
内容观看，且1080P高清视频资
源占比90%以上，其中包含大量
其他互联网电视平台仍要收费
的视频资源。

此外，体育营销作为近年
来风靡消费电子市场的一种形
式，在近期“欧洲杯”正热之际，
再次掀起一股小高潮。

作为2016欧洲杯的官方赞
助商，近日，国内空调产品领域
首款欧洲杯主题空调海信“小炫
风”同期亮相。据海信空调相关

产品负责人介绍，该产品突出超
低静音、急速冷暖、强劲送风等
差异化优势，契合了欧洲杯追求
精湛技术、高超水平的体育精
神，侧重满足球迷看球的个性化
诉求，是一款专门为球迷而定制
的精品，也是海信空调在市场旺
季保持中高端赛道实现变频领
跑的又一个“加速器”。

据青岛海信空调营销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陈
光透露，“小炫风”空调将于6月
18日在上海开始销售，同步还
有欧洲杯比赛的门票送给幸运
的球迷用户。

突破格局 构建营销矩阵
除内容外，营销方面的“跨

界”合作也正逐渐普及，线上和
线下渠道的融合正成为营销矩
阵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近日，2016 TCL电视全国
巡展来到上海，TCL 展示了
2016 年度新品——QUHD TV 量
子点电视以及9.9mm超薄曲面
电视C1等高端产品，让申城市
民现场近距离感受到了超乎想
像的未来科技新世界。

同时，TCL电视携手大润发、
飞牛网启动战略合作后的首次
营销战役，欲打造“三方强强联
手，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营
销模式。据悉，三方将投入重磅
资源，联合在夏季发起盛大市场
攻势，提振夏季电视市场信心。

“希望通过此次战略合作，
强化和提升TCL电视线上线下
一体化的立体式渠道布局和综
合竞争力，”TCL 多媒体副总

裁、中国区销售公司总经理李
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据了解，在2015年经济下
行的背景下，TCL液晶电视在国
内取得了销售 871 万台、增长
2.4%的好成绩，全球销量更突破
1734万台，同比增长4.6%，位列
全球第三。

李璐透露，TCL电视市场的
佳绩，离不开大润发等渠道伙
伴的鼎力支持，尤其在线下，
TCL曲面电视、超薄电视等中高
端产品取得了全面的突破和爆
发，占比远高于线上销售，有力
证明了线下市场对中高端产品
销售的巨大推动力。

他认为，“2016年将迎来外
资品牌下行，国产一线品牌集
中度进一步提升的市场格局，
也是产品结构优化调整，提升
中高端产品营销的最佳时机”。

有行业观察人士表示，今
年以来，TCL电视一方面在产品
上发力，通过曲面电视、QUHD
TV量子点电视等重磅产品建立
了产品优势；一方面强化渠道
布局，通过深化与大润发、飞牛
网的合作，渠道优势更加稳
固。TCL电视的大力出击，也给
当下增速放缓的电视市场注入
了强心剂，提振了市场信心，有
望在接下来的六七月份，带动
行业迎来一个淡季不淡、量价
齐升的促销旺季。

突破形态 发扬“实力撩”
厨房一直是家电企业希望

改变消费者生活方式的入口，
因而厨电产品近年来也开始寻

求形态的突破口。
近日，高端厨电品牌方太

推出欧近跨界吸油烟机星魔
方、水槽洗碗机Q6，以及蒸微一
体机 Z1 三款创新跨界厨电产
品，打破传统厨电产品的单一
性能和固有形态。

“我们希望为中国家庭在
追求品质厨房的路上更多一种
健康、环保、有品位的选择，”
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茅忠群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全新
升级的三合一水槽洗碗机Q6，
在增加独立果蔬净化槽的同
时，集结35项人性化发明专利，
1槽碗碟仅需3瓶清水，其独特
的高频超声+高速湍流双效速
洗的360度强力去污动力组合，
可洗净90%果蔬表面农残，兼具
省时省水省电和省空间的特
质；而其蒸微一体机则开创全
新的“外蒸内微”烹饪方式，实
现可蒸可微可蒸微的三合一功
能，以古法蒸传秘籍融合现代
微波精髓，烹饪效率更快20%，
既能保留食材营养，又能快捷
做出美味加倍的料理。

“创新如果据守着传统的界
限，就不可能有大作为、大创
新，”茅忠群表示，中国的厨房面
积平均而言比欧美小很多，寸土
寸金。据统计，欧洲有上百种厨
房家电，都塞进中国厨房是不现
实的，所以方太思考的重点是，
如何在厨电的功能上做加法，在
空间上做减法，让每一件厨电产
品都物尽其用，因此，“无界的创
新思维显得尤为重要”。

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茅忠群

智能内容对互联网电视愈加重要

青年报 姜卓

本报讯 刚刚落幕的上海
电影节上，众星云集，大长腿和
小鲜肉的出现，再一次让“颜
值控”们肆意疯狂。而近日，三
星 Galaxy C 巡展来到上海，让
大家近距离见证这款被称为完
美得“刚刚好”的三星颜值实
力新机。

三星Galaxy C在外观设计
上造诣颇深，采用业界最为领
先的 0.45 微米的最细喷砂处
理，并将侧边棱线与转角弧度
进行融合。四种酷炫机身色彩
——枫叶金、蔷薇粉、皎洁银、
烟雨灰，时尚色彩一举囊括。

为了给用户带来更好的移
动支付体验，三星 Galaxy C 拥
有支付宝一指秒付功能。只要

安全绑定支付宝，手指滑动开
启Samsung Pay支付界面，在指
纹认证后，立即可以扫码完成
支付。Galaxy C还设置了红包
助手功能，让用户秒速抢红包。

而三星Galaxy C音频方案
与其他产品相比的最大的特
色，是“U品原音”（UHQA）高清音
频还原技术，将本地和在线音
效高品质重现，无论是音乐、影

视，还是游戏，都能让用户全程
享受到“发烧级”无损音效。并
且，Galaxy C还可以根据用户双
耳的听力特征提供音质优化方
案 Adapt Sound，不仅为用户

“私人定制”的专属音质，还能
做到有效地保护双耳听力。

据悉，为了让更多消费者
尝鲜体验，三星 Galaxy C 将陆
续进行全国巡展。

Galaxy C上海秀“颜值”

TCL新一代电视来沪巡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