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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互联网流量红利不再，实
体消费场景反而显示出其长久
以来积累的能量——越来越多
的科技互联网企业开始把业务
触角伸至线下。

“传统实体商业与互联网科
技、线上与线下的边界逐渐模
糊、融合，正成为一种必然趋
势。”在近日举行的首届上海商
业年会上，“搭建新平台，服务新
商业”成为新主题，打造“涵盖商
业项目、品牌商、科技企业、产业
链服务商、代理商等全产业链企
业在内的一站式实体商业对接
开放平台”成为关注焦点。

本届商业年会中，特别引入
67家科技企业参会设展。

“这些企业将给商业年会带
来从基础智能硬件管理的物联
网技术，到经营购物中心的ERP
系统、POS系统、CRM营销服务等
提升效率的数字技术，以及智慧
停车、智慧餐饮等解决方案。”大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现场，甲骨文和IBM分别展
示了完整SaaS云服务解决方案

以及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
“万店掌”则在为连锁零售行业
提供优化、协同和流程管理等解
决方案的同时，将“人脸识别”加
入其中。

为提升落地洽谈效率，除现
场专设洽谈区外，本届年会专属
APP也同时上线，参会者可在会
前通过 APP 预约品牌方、项目
方、经营方以及技术方，实现多
端对接。

业内认为，实体零售的创新
发展，离不开实体商业项目、消
费品牌、科技公司、产业链服务
商协同发展和融合，“少了任何
一个方面都不能真正实现实体
零售的创新突破”，借助年会，商
业项目能够从调整产品和服务
结构、改善运营效率、提升服务
体验等方面提高自身的综合运
营能力；品牌企业则能够通过商
业年会实现不同渠道市场的布
局和线上线下的融合；科技企业
则为实体商业项目和品牌商提
供了数字化转型必要的武器，可
谓一举多赢。

青年报 王霞

从设计到产品，从架构到
管理，随着产业内部和各产业
之间的“跨界”融合越来越多、
越来越明显，企业的管理系统
也随之面临升级的需求。

“在移动互联迅速渗透至
全产业的大趋势下，产业内部
和各产业之间的分工合作越来
越精细化，企业管理已逐渐从
此前的工作协同、业务协同、集
成协同等向产业链协同和社会
化协同演进。”近日，在协调管
理领域已有15年发展历史的致
远互联在沪启动“智慧协调 定

制未来”活动，致远互联副总裁
淦勇在现场分享中表示，智慧
企业的打造离不开更“贴身”的
协调管理系统，“柔性与灵动的
管理软件势在必行”。

据悉，目前其平台中已拥
有近5万家用户，形成了从私有
云到公有云、从互联网到移动
互联网、从组织内协同到组织
间协同再到社会化协同的完整
产品线及解决方案。现场，建
立在工作协调、业务协同、集成
协同、产业链协同和社会化协
同之上的“协同五环”智慧解决
方案得到进一步展现。

在协同五环的架构下，企

业不仅可以实现以人为中心、
流程为纽带的“个人和组织效
率的快速提升”，还将通过统一
门户、报表和流程的“三个统
一”，消除组织和业务“孤岛”，
提升组织绩效和决策效率。

“作为一家基础设施提供商
和集成商，我们也正越来越多提
供融合各种专业平台的‘一揽子
解决方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玉崑
在现场演讲中表示，尤其是在面
向大型园区的信息化建设时，在
涉及到基础设施建设之外的业
务如智能图像识别、园区人员管
理及账务计划时，专业协调管理

平台的优势便会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随着企业信息

化发展到互联网+移动端的阶
段，如何实现从碎片化应用到
集约化的管理，以及引领办公
迈向智能化，也成为致远关注
的焦点问题之一。

“信息通信的迅速发展让
协同成为一种常态，向内的扁
平化和向外的社交性是当前的
两个基本发展趋势。”上海市信
息服务业行业协会秘书长陆雷
在现场接受采访时表示，“一个
好的协同系统应该向复杂性、
复合型、内外打开结合发展，这
才是协同最核心的价值所在。”

电子制造业将
“持续景气”

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
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7
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为51.4%，与上半年均值基
本持平，为2011年以来历史同
期次高值。

期间，制造业景气度表现明
显分化，以非金属、专用设备、电
子通信计算机、金属制品和有色
金属为代表的中上游制造业占
据前5位，电子制造业持续表现
抢眼。

“PCB行业作为电子制造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下游产业
多个细分行业PCB市场需求年
增速达两位数以上，成为带动
PCB行业跑赢PMI的新动能。”上
达电子董事长李晓华对此认为，
其中，“随着iPhone8的上市，驱
动智能手机产业链进入旺季，推
动智能手机产业链进行新一轮
升级。”

据了解，随着苹果与三星、
LG以及国内顶级面板厂商的合
作，明年上半年iPhone8的备货
情况将会处于充足状态，高端智
能手机的同比增速会超预期，而
带来的上游产业链的景气周期
将会贯穿2017全年。

国内柔性电路板龙头企业
上达电子董事长预测，电子制造
业景气周期将至少持续至年底，
上下游产业都将受此利好获得
业绩的明显提振。青年报 王霞

美团点评创新
党建工作方式

近日，美团点评集团上海党
委成立 1 周年庆祝活动--暨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主题党日
活动举办。美团点评集团上海
党委书记丁志雄回顾1年来集
团党委的创新工作时表示，利用

“互联网+党建”的创新科技力
量，美团点评集团广大党员和党
组织“已紧密连接在一起”。

立足“互联网+企业”的特
质和优势，美团点评不仅开发出
相关APP，顺应年轻员工的学习
习惯，把基层党建工作向互联网
端延伸，还充分利用网络综合管
理服务平台，建立线上党员信息
库，推动企业党建工作精细化、
实效化。同时，采用青年人喜闻
乐见的形式，开展“红色观影活
动”等多种多样的党建活动。

此外，公司党委在社区党校
房间开辟了党员服务咨询站。结
合公司业务向社区群众提供专业
的咨询服务。通过“互联网+党
建”，把党支部建在“线上”，把实
际行动落实到“线下”，先后获得
由中宣部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授
予的中国民营企业文化建设“三
十标杆单位”、上海长宁区两新组
织党建工作五星奖以及长宁区华
阳街道党工委授予的先进党组织
等称号。 青年报 王霞

首届上海国际商业年会举行

以“开放”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

企业管理进入“大协同”时代“跨界”成内驱

■资讯

青年报 王霞

如果说，工业时代最重要
的是“拥有”——所有家庭都希
望拥有越来越多的商品，这种
欲望经济的大发展，那么未来，

“共享”则是更加高效、可持续
的发展模式。

“你可以通过新媒体共享
自己的观点，分享车上的闲置
座 位 ，共 享 自 己 闲 置 的 房
间......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东
西开始被共享。”在近期举行
2017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中，

滴滴出行的创始人兼CEO程维
在代表中国互联网企业发言时
称，中国将成为共享经济的引
领者，也将是世界交通变革的
中心。

与此同时，鉴于共享经济
的全球化特征，程维表示，未来
10年，“滴滴也会把国际化当成
下一步发展最重要的战略。”

在过去两年中，滴滴投资
了全球7大移动出行服务平台，
包括巴西的 99、印度的 Ola、南
非的Taxify，合作网络已触达北
美、东南亚、南亚、南美的1千多

个城市。
除了资金，滴滴还给当地

带去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以
及潜在的大量就业机会。

如今，科技合作已成为国
际化的重要内容，涵盖了滴滴
在智能交通、移动出行技术和
产品开发等各个方面的成果。

据了解，目前滴滴已和国
内20多个城市展开智慧交通合
作，内容涵盖了红绿灯大数据
优化、潮汐车道设计等方面，且
已引起了新加坡、巴西、韩国和
美国的同行和城市管理者的关

注。滴滴不断将合作拓展到了
网约车之外，冀望通过合作激
励科技创新，助推地区交通产
业向前突破，释放本地区互联
网经济潜力。

程维坦言，由于新经济的
格局尚未形成，没有存量，所以
现在大家更多的不是所谓零和
博弈，而是面对未来的合作共
赢，“我们希望借力出海，将中
国企业在互联网科技上的能力
和经验进一步推广到国际市
场，为当地经济社会的长远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

程维：新经济下 合作共赢胜过零和博弈

或许你还记得前几天“无人超市”带来的小小
波澜。“目前，国内实体零售虽然保持着强劲的增
长势头，但一直以来都面临诸多挑战。”在近日举
行的首届上海国际商业年会上，探索中国零售业
态创新发展、科技融合及消费转型升级之路成为
焦点，打造一站式实体商业对接开放平台成为实
体商业全产业链的共同需求。 青年报 王霞

本届国际商业年会中，万

达网络宣布正式发布其“蓝海”

实体商业数字化开发平台，力

求成为“科技企业眼中的实体

操作系统和实体商业眼中的

App store。

据了解，在未来应用中，蓝

海将提供包括应用市场、API

市场、硬件市场以及接入实体

门店经营所需的各类管理工具

和开放实体商业数字化科技企

业所需要的各种服务接口，同

时，面向实体商户，开放市场还

将提供助力其创造个性化、场

景化营销方案的组建市场和打

造线上线下融合解决方案的硬

件市场。

此外，蓝海还计划在实体终

端推出智能创新实验店，完成硬

件、应用和工具的汇聚。其中，

硬件爆款飞凡硬件、蓝海硬件和

第三方硬件；应用分为飞凡应用

和第三方应用；而工具则包括经

营工具和营销工具。

“对于实体商家而言，蓝海

是实体商业的 App store。”一

位业内人士表示，实体商业可

直接下载到优秀的解决方案，

通过应用实现内容整合，避免

信息孤岛。

“蓝海”助力实体商业数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