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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如同过去 CRT、背
投、等离子、LCD电视黯然退出
历史舞台一样，随着4K彩电价
格下调和高清画质节目源的广
泛化，2K电视正在逐步被边缘
化。将于7月底举办彩电节的
上海苏宁，高调喊出“4K电视2K
价”的口号。

7 月 21 日，在苏宁主办的
彩电行业消费趋势研讨会暨苏
宁彩电节启动仪式上，彩电主
流品牌厂商及渠道商高层，就
彩电行业发展趋势及品牌格局
变化等热点进行了深入分析，
表示随着消费及技术升级，4K
彩电全面普及而2K彩电将逐步
退出市场。此外，随着大屏电
视的价格普降，客厅也将全满
进入到“6”时代。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和硬件
产品内容的丰富度，消费者对

于画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分辨
率高的4K电视开始全面普及，
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已经成
为彩电购买的“标配”。

苏宁云商集团副总裁、上
海苏宁总经理范志军表示，从
画质看，由于4K电视分辨率高、
临场感强，并且随着不少家电
厂商发力内容，高品质的内容
也倒逼消费者选择画质更好的
彩电产品。

而这一趋势也反映在苏宁
的销售数据上，根据范志军在
现场分享的数据，苏宁4K彩电
销售额占比达到67% ，而在一
二线城市占比达到80%，在上海
市场这一数据在二季度已经达
到82%。

“从我们上半年发展趋势判
断，在一二线城市4K电视和2K
电视间已经拉开绝对的差距优
势，预计在第三季度这一差距会
进一步拉大，2K产品正在逐步退

出市场，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实
体店渠道。”范志军说。

近年来，各大厂商也深谙
“画质为本”的真理，不断的推陈
出新，带动了彩电技术的普及，
也让4K彩电的价格趋近于2K电
视价格。在启动仪式上，苏宁联
合众多主流彩电品牌推出“4K价
格2K价”的举措，推动行业向高
清晰、高分辨率全面普及。

从本次苏宁彩电节推出的
重点机型来看，55寸智能彩电
的价格已经跌破3000元，甚至
4K彩电的价格与2K彩电价格，
已经出现“倒挂”现象，在厂商
叠加促销资源的刺激下，4K产
品价格低于2K电视价格。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4K彩
电全面普及，2K彩电已经成为
鸡肋，不仅利润低，市场销量正
在逐步萎缩，因此厂商也难对
2K彩电进行重点推广，反而给
到正在主推的4K彩电很多优势

资源。
除了4K电视越来越普及，

在消费升级及上下游的驱动
下，彩电的产品结构也进一步
升级，大屏幕彩电越来越成为
市场主流。数据显示，上半年
55英寸智能电视市场份额同比
增长10.1%，占比达21.8%，超越
32英寸成为第一大主流尺寸。

根据苏宁大数据显示，
2016年上半年苏宁渠道60英寸
及以上的电视销售金额占比达
23%，对比2015年同期增长了6
个百分点，65英寸这个尺寸段
更是出现爆发性增长的端倪，
客厅选购标准进入“6”时代。

范志军表示，在上海市场，
大尺寸这个趋势更加明显。“从
我们的销售数据来看，从去年
下半年开始，上海地区60寸以
上电视销售占比就达到25%以
上，在今年二季度这一趋势更
加明显，达到了35%。”

原创“造”：软妹潮男72变
或许你还记得曾经刷爆朋

友圈的那个“萌萌哒”皇帝雍
正，因为一篇充满“朕就是这样
汉子”、“朕亦甚想你”批阅语的
奏折而红极一时。

上周末，这位萌皇帝成为
造物节现场“爆款”，其淘宝店
铺“故宫淘宝”的展台前人头攒
动，萌化老少青年的心。不过，
这个几十平米的展区人气飙高
还有一个原因——这次，出现
了“鞋拔子脸”的新萌皇帝“朱
八八”。

“这是我们从前年便开始
创作的一个形象——Q 版朱元
璋，‘朱八八’之名源于朱元璋
的原名朱重八。而‘鞋拔子脸’
也有据可查，从民间画像中可
以考证，”故宫淘宝设计师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

据悉，本次造物节为期 3
天，以T（technology）、A（art）、O
（original）为原型，分为黑科
技、艺术和原创力3大区域，“原
创力区域我们命名为‘造物车
间’，为敢于创新、敢想敢造的
年轻人所设计。”阿里巴巴集团
CEO张勇表示，此前招募时，报
名店家多达几千家，组委会经

挑选后，择72家具有代表性的
“造物者”来到现场。

从手作的竹子自行车到方
程式赛车，从暗黑系马卡龙到
温暖蛋糕房，从故宫淘宝到傲
娇的“吾皇”猫，从可组装的无
人机到用潮流方式演绎遗失中
国风的密扇裁缝铺；有所的设
计师，末那的手办大神，等等。

“终于逮到活的啦，”不少
激动的粉丝们在看到这些“神
店神人”真面目时惊呼。

艺术“造”：迷弟迷妹乐翻天
很难想象，一场“卖家秀”

可以演变成一场粉丝见面会。
当那个永远16岁的双马尾少女
初音未来以全息影像的方式出
现在造物节艺术区的舞台中央
时，小到高中生大到40多岁的

“大叔”，纷纷随着音乐跳起
来。而90后女生、“唱作精灵”
苏运莹和华晨宇隔空对飙“神
曲”《造物者》，则引发了现场的
大合唱。

“初音未来是谁？苏运莹
唱过什么歌？”看着几千名90后
粉丝排着长队只为看一眼那个
并非真实人类的“全息影像”，
许多人表示，“年轻人的世界有
点看不懂。”

而现实是，据阿里巴巴官
方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淘宝平
台上小于24岁的用户已经占据
1/3强，约为35%。这意味着，90
后甚至95后正成为网络世界的
新势力。

“所以，我们也在寻求更加
符合这一代年轻人喜好的新形
式。”阿里巴巴首席市场官董本
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董本洪认为，今天的年轻
人，开始通过创造，通过淘宝网
这样的社会化平台去探索与实
践对这些命题的理解与回答，

“他们为安全感、为自知自治，
为热爱，正努力营造属于自己
的世界。”

科技“造”：脑洞大开VR忙
如果说原创是淘宝的积

累，艺术是迎合当下年轻口味，
那么略显惊艳的科技展示板
块，或许可以视为淘宝乃至阿
里巴巴的“未来”。

现场，HTC 带着 Vive，三星
带着 Gear VR，连同微软、Six-
ense等VR领域科技尖兵一同现
身，作为阿里巴巴VR实验室GM
Lab项目之一、承载360度购物
新场景的Buy+也首次亮相。实
验室负责人庄卓然透露，这只

是开始，“未来，阿里将集中平
台优势，搭建VR商业生态”。未
来，现场这些企业都可能成为

“Buy+购物”项目的合作者。
现场，体验者只要带上“头

盔”，便立刻进入虚拟商店，通
过手柄设备，操控模特展示内
衣穿着效果。“内衣还可以这样
买，堪比维秘秀了。”一位女性
体验者感慨道。

值得一提的是，阿里巴巴
于今年2月份投资的增强现实
创业公司 Magic Leap，其 CMO
Brain 和 CEORony 来到现场，这
是Magic Leap这家“神秘”公司
首次来到中国并公开面对采
访。

当更年轻的群体成为网络
世界的主力，作为平台也要根
据“新主人”的习惯进行改变，
董本洪希望，“Buy+未来是一个
与时俱进的‘新淘宝’，它不是
在PC或者手机端对淘宝进行的
改进，而是一个新的、独立的个
体。”

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
变化。“有人说，这次造物节好
像和以前淘宝风格不太一样，
这就很好，只要有人觉得我变
得有点不一样就是好事。”董本
洪笑道。

广西巴马推介
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

广西旅发委副主任胡晶波
日前热邀沪杭旅行商赴巴马长
寿养生国际旅游区寻找商机，并
隆重推介当地旅游休闲项目。

上海申园运营

泰康人寿斥资43亿兴建泰
康之家·申园日前在松江运营，
成为沪首个大规模医养融合社
区，意味泰康将文化养老模式生
根上海辐射长三角。

巴斯夫小小化学家
再聚上海科技馆

今年是“巴斯夫小小化学
家”活动在沪举办的第13年，已
经成为上海6到12岁小朋友暑
假期间不容错过的精彩活动，巴
斯夫希望这种科普活动启迪小
朋友，让他们意识到保护环境的
重要性。

爱恩思酸奶粉
引进中国

“新西兰IAMNZ·爱恩思·酸
奶粉中国发布会”近日在沪举
行。广东纳宝食品有限公司宣
布将新西兰本土工厂品牌爱恩
思酸奶粉引进中国市场。该产
品100%新西兰进口，品牌创始
人“新西兰酸奶粉之父”莱恩o
莱特先生，拥有自有工厂20多
年行业经验，严苛甄选优质活性
益生菌BB-12，搭配天然冻干水
果粉，帮助肠道做运动。

刘一闻大师工作室
入驻闵行邻里中心

7月23日，位于闵行区莘庄
工业区的得丘园内高朋满座，欢
声笑语。当天，包括刘一闻大师
工作等在内的4个文化项目共
同入驻莘庄工业区礼享谷·邻里
中心，如此高级别、高品质的文
化项目集体入驻一个邻里中心，
并共同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
这在全市也不多见。

当天成立的礼享谷·邻里中
心是莘庄工业区党建引领、政府
搭台背景下，充分发挥企业自主
精神，造福园区内企业和百姓的
重要民生项目，项目一期面积
5000平方米，包括刘一闻大师工
作室等4个项目。

神人、萌店、黑科技

网络新势力：让年轻人放肆“造”
当小于24岁的用户占据淘宝的35%，网络世

界会发生什么？
上个周末，一场关于“神人”、“萌店”、“黑科

技”的造物狂欢节几乎成为话题王，初音未来、朱
八八、360度买包包等“爆款”花样刷屏，大量新词
令许多“80后”都开始感叹“看不懂”。“85后至90
后这一代年轻人，是中国史无前例的个体崛起浪
潮中的冲浪者，他们敢想敢做。”阿里巴巴首席市
场官董本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所以这次，淘宝
不卖东西，而打算创造一个平台，让这些年轻人
放肆‘造’，尽情玩。” 青年报 王霞

苏宁彩电节喊出4K彩电2K价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