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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达能宣布
2030年目标

近日，达能提出了公司和品
牌发展的九大长期目标。达能
宣布的 2030 年目标与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保持一
致，将驱动长期可持续价值的创
造以及实现"One Planet. One
Health"的公司愿景。

据了解，为实现2030目标，
达能创新地推出了名为"One
Person, One Voice, One Share"
的员工参与计划和治理模式，让
十万名员工共同参与公司议程，
积极参与制定实现目标的路线
图，借此深化员工的主人翁意
识。达能坚信人类健康和地球
环境息息相关。与此同时，在全
球范围内，人们的饮食方式和与
之伴随的社交方式正在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根据公司愿景
"One Planet. One Health"，为了
充分把握这场正在发生的饮食
与健康革命所带来的种种挑战
与机遇，我们设立了达能 2030
目标，通过九大长远目标牢牢涵
盖达能的商业模式、品牌模式和
信任模式。

达能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
行官范易谋表示：“在达能人看
来，我们在日常的饮食行为决定
着地球的发展方向。受这一观
念启发，我们根据'One Planet.
One Health'的愿景设立长远目
标。随着我们不断强化商业模
式，并不断兑现商业成功和社会
进步的双重承诺，我们对公司实
现商业和财务业绩，以及为大家
创造和分享可持续价值充满信
心。” 青年报 王娟

相宜本草小红瓶
焕新上市

4月18日，相宜本草宣布旗
下小红瓶精华液焕新上市，现
场，相宜本草还与中国香料香精
化妆品工业协会签订了共同推
进植物原料标准的战略合作协
议，标志着相宜本草将成为中草
药护肤的行业标杆。

据介绍，从一定程度上讲，
主打亮肤、淡纹和抗氧化功能的
小红瓶符合消费者尤其是年轻
消费者对抗衰老、抗氧化功能需
求。这次重新升级，把中草药中
经典原料红景天活性物的浓度
提升10倍，实验发现，小红瓶的
抗氧化能力提升了5倍。作为
战略单品，2018年1季度，小红
瓶精华液2.0版发货9万支，超
过2017年全年发货总量。来自
相宜本草的数据显示，3 月至
今，大润发华东终端，相宜本草
小红瓶精华液2.0版在精华类产
品中销量排名持续领先。CS渠
道，单单1月份，其发货量就达
14000 多瓶，目标达成率超过
400%。2018年至今，相宜本草
一 季 度 整 体 销 售 同 比 增 长
96.9%。 青年报 王娟

青年报 王霞

在近日举行的“2018爱奇艺
粉丝嘉年华”上，爱奇艺首度透
露，其泡泡社区将作为独立APP
上线，上线时间预计为5月份。

现场，爱奇艺高级副总裁
耿聃皓进一步明确了泡泡社区
作为“站内重要的娱乐社交媒
体平台及内容宣发平台”的业
务地位，并强调“成为独立APP
后，泡泡社区将继续帮助爱奇
艺拉新用户、增强用户留存，同
时更便捷地获得大量用户反馈
数据，以增强爱奇艺的用户行

为分析、优化内容采购和个性
化内容推荐。”

资料显示，泡泡社区创建
于 2015 年，至 2017 年第四季
度其移动日平均访问用户已达
4580万人。随着用户的积累和
社区功能的完善，该社区的内
容结构已从最初“单纯的明星
话题讨论”，逐渐拓展到影视
剧、综艺、文学、动漫、游戏乃至
整个泛娱乐产业，如今已包含

“明星来了”、“泡泡专访”、“泡
泡月刊”、“线上应援”、“泡泡UP
榜”等线上内容矩阵。

据爱奇艺官方数据显示，在

不久前该社区与《偶像练习生》
娄滋博、韩雍杰联合发起的“十
分钟内，这条微博每转一次，他
俩就能获得一块钱”的小游戏
中，微博转发在10分钟内达到
1329条。而在粉丝主题月期间
的爱豆资源争夺战#活动中，多
个应援完成率超过3000%，个别
应援完成率超过10000%。

有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对
于正在构筑一站式娱乐服务体
验平台的爱奇艺而言，这一举
措将有利于其继续扩大粉丝娱
乐互动体验圈，深化与IP链条
上各业务线的内部合作，“此次

粉丝嘉年华便是泡泡社区构建
的粉丝互动体验圈从线上扩展
到线下的有力佐证。”

作为爱奇艺为用户和粉丝
拓展的大型线下娱乐活动，现
场不仅召集到程潇、周洁琼、钱
正昊、李希侃、朱星杰、董又霖
等多位偶像艺人出席并参加内
场明星趣味竞技活动，还在外
场为前来为“爱豆”助阵的全国
各地逾1万名粉丝准备了3大
互动区域游戏体验，并将艺人
的比赛结果设置为内场分数和
外场助力的加总，极大调动了
粉丝们的参与热情。

青年报 王霞

随着市场环境的复杂化，
企业决策者们想做出“正确的
决定”，似乎越来越难。

“当前的‘快消费时代’正
对企业的快速应对和决策能力
提出更高要求。”在昨日举行的
2018中国企业智能营销创新峰
会中，百度搜索总裁向海龙针
对当前企业群体的“焦虑”进行
解读。现场，AI赋能下的百度
全新技术产品矩阵也首度公布
应用案例。

营销正“越来越难”？
广告费用持续上升效果甚

微、无法精准找到目标受众、品
牌认知度瓶颈……新难题越来
越多。“焦虑”，正成为当前企业
群体中普遍存在的一个词语。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快
消费时代’，信息、物流以及支付
等变得无比快捷、方便，一个思
维和步伐‘慢’的企业生存发展
必定举步维艰。”在日前举行的
2018中国企业智能营销创新峰
会中，百度搜索总裁向海龙对当
前企业面临的“困境”进行深度
解读，并坦言“快时代背景下，企
业家们不仅需要拥有出色的产
品能力，更要有优秀的洞察和营
销能力，才能适应变化。”

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

长刘纪恒现场分享的数据显
示，当前国内中小企业已达到
3000万家，创造了全国50%以上
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
上的发明专利、80%以上的城镇
就业岗位。

“但更多时候，面对无数的
竞争者和信息爆炸，中小企业想
要求生存、做强做大，在营销上
持续跟进技术的步伐是必须的，
而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正是实现营销
革命的有力工具。”刘纪恒称。

“当下对于中小企业最为关
键的，便是破解供需之间的密
码，敢于尝试创新和转型。”昨日
在沪举行的2018中国企业智能
营销创新峰会上，经济学者、如
是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管
清友在现场分享中表示，在多变
的市场环境下，“审时度势、跟上
脚步，借力实现创新发展才是企
业的持续发展之道。”

“三板斧”解决痛点
如何让客户知道你的品

牌？客户究竟在哪？他们是否
知道你在哪？

“数据的大爆炸、技术的升
级、运算能力的提升，正倒逼企
业进行营销创新”，针对前述3
大痛点，百度搜索销售体系总
经理顾国栋在峰会现场透露，
目前，百度正尝试以AI赋能下

的智能营销“三板斧”来帮助企
业解决这些问题。

以“开屏+聚屏+品牌专区”
的品牌解决方案为例。此前，
生鲜O2O企业“每日优鲜”曾针
对性选择北京热门商圈和附近
的KTV屏幕进行投放，7天内收
获总曝光量 103 万，人均触达
6.8次，精准客户年轻白领占到
64%。“效果非常精准，大大超出
我们的预期。”每日优鲜负责人
在现场案例分享时透露。

而“搜索+信息流”和“本地
广告”两个解决方案则分别负
责解决“客户哪里”和“让客户
知道我在哪里”两个问题。“百
度将很多摄影兴趣用户直接转
化为目标客户，目前百度已经

成为VPhoto营销投入最多的主
力阵地。”VPhoto创始人曹玉敏
表示，在营销上，百度“搜索+推
荐”成为他们最看中的模式。

峰会现场，以百度搜索指
数、资讯指数双引擎大数据生
成的《百度商业品牌榜》也同步
公布，小红书、拼多多、优居客
等企业分揽各自领域的“品牌
之星”。

值得注意的是，新技术或
许可以搭建一条新“门路”。

2018年初起，百度就开始
为各地老手工艺人进行“触网实
验”，通过大数据和信息流推动，
将他们口中讲述的故事、文化推
送给年轻人，以推动传统工艺行
业从百度AI新营销中受益。

助力企业适应“快时代”

“以AI赋能新时代营销决策”

爱奇艺将上线泡泡社区独立APP

青年报 王娟

4月28日，4月28日，水井
坊发布2017年年报及2018年
一季报。公告显示，2017年度实
现 营 收 20.48 亿 ，同 比 增 长
74.13%；实现净利润3.35亿，同
比增长49.24%；营收和净利润均
取得水井坊历史最好成绩。同
时公布的一季报显示，2018年一
季度营收达到7.48亿，净利润达
到 1.55 亿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87.73%，68.01%。水井坊总经理
范祥福表示，水井坊的业绩已超
越历史最高点，但公司并不追求
短期的快速成长，所以今年预计
业绩增速降至40%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水井坊旗下
高端酒产品带来的营业收入为
19.24 亿元，同比增长 72.49%；
中档酒产品带来的营业收入为
6734.4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1.97%。可以说，高端酒产品
已经成为拉动水井坊业绩增长
的主要动力。

水井坊总经理范祥福在活
动现场也表示，经过多年考虑，
水井坊已经很清楚当前企业的
战略目标是往高端化发展，这也
意味着300块以下的板块在水
井坊的占比会越来越小。从
2017 年水井坊的实际动作来
看，无论是3月份上市的典藏大
师还是11月菁翠的上市，整个

都是围绕水井坊的品牌高端化
进行的。

水井坊如是看待行业态势：
白酒行业在经历了几年的销售
低迷、减产降价后，自2015年以
来，行业出现了逐渐回暖，尤其
是中高端以上板块更呈现出双
位数增长，价格恢复上升，渠道
信心也逐渐加强。但细分来看，
行业内个体之间仍存在较大增
长差异，具有品牌、产品、渠道力
的企业在此次增长中表现尤为
明显，显现出“强者恒强、弱者愈
弱”的发展特点。与此同时，为
了增加各自品牌的市场占有率，
中高端价格板块品牌之间的竞
争正在加剧，除了新品牌的推出

外，各品牌推广费用也在大幅提
升。随着网上购物消费行为的
逐步增强，各品牌也在纷纷加强
其网上销售活动及消费者的体
验。

业绩实现历史超越，水井坊
将竞争优势归结为以下几点：水
井街酒坊遗址的物质文化遗产
和全部采用固态纯粮酿造的传
统酿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统省级总代理和厂家负责销售
前端以掌控售点和开拓市场，总
代作为服务平台负责销售后端
的新、老总代并行模式，聚集核
心市场和核心门店的激励和促
销，以及优化产品结构，坚持品
牌高端定位。

水井坊高端产品拉动业绩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