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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当前，消费升级换代和新
技术革命正在重构中国零售
业，新兴技术手段与传统商业
形态的融合，开辟出独具一格
的中国零售新格局，当然，零售
业的变革，带来的不仅仅是行
业的重构，对整个经济体系和
产业结构也将带来影响。新零
售以技术数据驱动，融合企业、
市场、消费者以及创新的力量，
带来了整个社会的流通和运转
效率的提升。

奥维云网董事长文建平表
示，在新零售的不断发展中，新
的零售业态在不断被催生，虽然
渠道分化和洗牌加剧，但同时渠
道融合也在向纵深推进，整个行
业从原本的粗犷型竞争开始转
化向精耕细作式的竞争，目前的
新零售终结了以往渠道为王、功
能型需求、以产品为中心、价格
战以及经验判断的时代，开启了
流量为王、享受型需求、以用户
为中心、价值战和数据运营的全
新时代。

新零售正在引领未来全新
商业模式，新零售的商业力量也
正在全面爆发。针对新零售，苏

宁有着全新的理解，苏宁零售集
团副总裁范志军指出，从B2C到
C2B，从单品到全场景，用数字化
连接用户、便捷化服务用户生活
方式的模式，苏宁开创了全新的
智慧零售，不断消除着线上线下
的边界；浙江百诚 CEO 谭飙介
绍，通过不断的调整、变革，更好
的满足目前阶段消费者的需求，
新零售与传统零售将围绕宅、
懒、短、秀等生活场景展开。品
质化需求催生业态革新，差异化
需求产生个性化消费，而在零售
领域也需要全新的模式，各渠道
与各品牌通过对新零售的不断
创新，开辟出了独具一格的中国
零售新格局。

除了渠道商在新零售的探
索，品牌方在新零售的大环境
下，也在不断调整前行。

A.O.史密斯净水事业部总
经理陈琦介绍了A.O.史密斯通
过开发拥有极致体验的产品、打
通线上线下-线上引流线下体
验的消费模式，不断提升服务与
口碑来应对新零售的发展；华帝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韩伟则表
达了对新零售视野的认知，零售

没有新旧之分，要不断把握调整
对消费者的认知，才能满足消费
者的需求，如何打动消费者的心
智决定了商业行为的方向和企
业经营的最高成本。海尔家电
产业集团营销总经理程传岭则
介绍了海尔在无线网时代的营
销转型探索，海尔遵循对内人单
合一、对外真诚到永远的理念，
通过营销转型与平台转型，满足
了物联网时代需求的差异化竞
争力。

随着新零售大门的开启，越
来越多的品牌在发展中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春天。新零售要打
造的是基于技术和数据的，全渠
道、全链接、全场景、全体验的新
生态，其将以合作与共生为主题
重构现有的零售思维与商业模
式。换而言之，新零售的未来不
是“帝国”，而是“盟国”，异业联
盟、跨界合作、模式创新将不断
涌现，共同勾画新零售的无限蓝
图。未来的新零售，谁能将供应
链、体验、服务、以及线上线下融
合等要素同时抓在手里，并熟练
的运用科技力量，谁就最有机会
叩开新零售大门。

青年报 高彩云

一年一度的“3·15消费者
权益日”来临之际，产品质量
和打假问题备受关注。日前，
中 国 第 三 代 商 品 防 伪 技 术
——锯齿防伪技术在海口发
布。作为中国防伪技术企业，
海南拍拍看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推出的这项名为“二维码锯
齿特征识别系统”的最新防伪
专利技术，将开启中国商品防
伪与打假领域“人人监督、个
个打假”的新时代。同时，拍
拍看公司获得船山资本2亿元
人民币 A 轮融资，用于这项新
技术的快速应用，旨在推动中
国商品防伪打假事业的突破
性进展。

“锯齿”是印刷文字边沿的
油墨在纸面上随机扩散而长出
的微观毛刺，这种微观毛刺具
有唯一性、随机性和不可复制
性。锯齿防伪技术，由拥有拍
拍看公司董事长、海南省发明

协会会长陈明发发明。
据介绍，二维码锯齿防伪

技术的应用，将结合互联网+的
时代特点，形成消费者和生产
厂家互动参与的全民打假新模
式。消费者只要通过手机扫描
并拍摄商品上的二维码，上传
到数据库，就可迅速得到信息
反馈，轻松甄别将购或已购商
品的“真假”。

相比传统防伪技术与应用
模式，这一模式拥有高效率、消
费 者 参 与 性 强 、实 施 简 单 、
100%不可复制造假等特点。
将开启中国商品防伪领域“人
人打假”的新模式，使假冒伪劣
商品置于广大消费者、社会公
众、企业界以及执法部门的监
督之下，有效杜绝假货的横行，
保障消费者利益，保障企业生
产者的正当权益，为实现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出卓
越的贡献。

船山资本创始人刘国华也
将同时出任海南拍拍看公司

联合 CEO，以推动锯齿防伪技
术的市场化应用。船山资本
是一家由资深媒体人刘国华
与国内产业领域企业家共同
发起、重点投资战略新兴技术
产业的股权投资公司。双方
将进行紧密的战略合作，将锯
齿防伪技术及人人打假的新
模式快速推广到市场，更好地
服务中国名优品牌企业和广
大消费者。

此外，拍拍看公司将在海南
建立“全国商品打假（黑名单）数
据中心”。这一商品打假数据中
心的建立在中国尚属首次。该
数据中心将应用图像识别技术、
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技术，提供大
规模采集、实时处理和反馈全国
各行各业的企业客户与消费者
鉴别真假的信息服务。数据中
心未来将开展“售假黑名单”大
数据的采集与应用，为中国商品
防伪、打假及商品消费、流通数
据链等方面提供强有力的大数
据服务支持。

青年报 解敬阳

近日，位于上海太太乐厂区
内的“鲜味博物馆”正式启动再
次改建，届时竣工后，消费者可
莅临畅游全新的“鲜味之旅”。

日常生活中，不管在餐食中
还是文字里，奇妙的“鲜”字，充
满着人类对食物的无限向往。
各类文字中所阐释的“鲜味”的
涵义不仅重于定义，更多的则是
感受，是我们在品尝美食中的眼
之所见、舌之所尝、鼻之所闻
……但你知道人类是如何从最
初的“尝鲜”一步步到现在的“增
鲜”？

蛋白质是鲜的主要来源，一
般而言食物中蛋白质的含量和
呈鲜物质的含量成正比关系。
目前，鲜味物质主要有4种，按
其化学成分可分为氨基酸类、核
苷酸类、有机酸类、复合鲜味剂
类。鲜味物质普遍存在于我们
最日常的食物中，比如海带中存
在大量的谷氨酸盐（氨基酸类）、
蘑菇中含有大量的鸟苷酸盐（核
苷酸类）、贝类中含有琥珀酸盐

（有机酸类）、鸡汤中则含有丰富
的呈味多肽（复合鲜味剂类）和
游离谷基酸。太太乐产品则是
以鸡肉、鸡汤、鸡蛋作为主要原
材料进行产品制作。

“鲜”的取材在不同国家、地
区各具特色，与当地的气候和饮
食文化息息相关，经过时间的洗
礼，形成了各自特有的鲜味文
化。在北美洲的美国，擅长使用
番茄和沙司进行提鲜，这与南美
洲的风格较为一致。而像法国、
德国这些欧洲国家，食材资源丰
富，对风味的要求较高，他们则会
直接使用火腿、猪肉来调味，同时
也会制作牛肉汁、泡菜等相应的
调味产品。而亚洲地区则更多
的使用酱油类、发酵酱类以及干
货进行提鲜，如豆酱、鸡汁酱、海
鲜酱及淡菜、虾米、银鱼干……

从陶器、青铜、铁器、瓷器
……我们的餐厨烹饪经历了本
味法、和味法、调味法、复合味
法、增鲜法等不同烹饪方法的转
变，这一系列烹饪方式的飞跃也
带动了人类更高阶的鲜味体验
和营养摄取。

青年报 解敬阳

近日，绿地香港控股有限
公司正式发布医康养产业发展
战略，聚焦医康养产业，利用强
大的品牌优势，调配国内外尖
端医康养资源，打造一流生命
健康服务平台，并与澳大利亚
久负盛名的养老机构莫朗国际
健康集团、国内顶尖医疗机构
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共同投资，
落地上海首家阿尔兹海默症专
业照护机构。

绿地香港康养产业目前落
地三条产品线：1)复合型国际
康养旅居示范基地，落地云南
昆明，全方位服务成熟年龄段
客群，积极建设运动康养休闲
基地、中医汉方养生基地、康养
护理培训基地等医、康、养、学、

游为一体的健康、生活示范区；
2)阿尔兹海默症专业照护机构，
落地上海，针对老年认知症细
分市场，借助上海国际医学中
心的高端医疗服务，弥补市场
短缺，为中国老年人中有认知
症的患者量身定做了具有国际
顶级标准的照护服务模式；3)康
养国际社区，落地长三角，以丰
富的养老护理项目设计、一流
的精细化管理和高端的居住体
验，为老年客户提供多元化养
老服务。

下一步，绿地香港将加快
对国内外尖端康养资源的调
配，积极推进品牌战略合作，引
入康复中心、基因测序、健康管
理等医疗资源，通过资源匹配
形成产业协同，聚合先发优势
领跑行业。

“新零售”行业峰会勾画未来蓝图

“拍拍看”发布中国第三代防伪技术

青年报 于诗婕

近日，“2018上海樱花节女
子10公里路跑”在上海樱花节
的举办地顾村公园活力开跑。

现场设置了互动展台，轻松
有趣的互动游戏让众多热爱运
动的女生们争相参与其中，而展
台也成了现场最具人气的品牌
区域。Pink Panther 粉红豹更
是参与了此次活动的全程，无论
是赛道还是互动游戏区，到处都
能看到它俏皮可爱的身影，跳着
达浪舞步嬉闹全场，成为跑友们
争相合影的对象。

今年的樱花女子赛事在去
年首届的基础上全面升级，秉承
樱花、女性和粉红色三元素，通

过一系列的赛前活动将赛事活
动延伸，让参赛女性们充分预热
准备，期待赛场当天华美绽
放。蜚声乒坛的前世界冠军曹
燕华和闻名上海滩深受小朋友
喜爱的燕子姐姐陈燕华如约而
至，前中国女排国家队二传手诸
韵颖也跟随上海优倍的女排姑
娘们一起为赛事领跑。

3000名曼妙女子奔跑在春
日的樱花林，和争相盛开的早早
樱交相辉映，10公里的赛道如同
一个蜿蜒的舞台，姑娘们尽情奔
跑，唯美绽放。在这3000名女选
手中，有严谨自律的女律师、女
会计师，也有为人师表教书育人
的女教师，更有优秀的三八红旗
手等青年才俊组成精英方阵。

鲜味博物馆改建 传播更多知识

上海首家阿尔兹海默症
专业照护机构诞生

上海樱花节“樱花跑”活力开跑

3月 10日，由中国
家用电器协会和奥维云
网联合主办的2018中
国新零售领袖峰会在上
海召开。本次峰会以

“零开新面，引领未来”
为主题，聚焦新零售领
域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新零售的发展现状，并
围绕新零售时代之下的
新机遇、新变革展开探
讨。 青年报 姜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