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4届上海珠宝展
即将开展

11月19日，亚洲博闻在上
海国际品牌珠宝中心召开了第
十四届上海国际黄金珠宝玉石
展览会（即上海珠宝展）新闻发
布活动。据了解，展会将于12
月7日至10日在上海世博展览
馆举行，来自美国、意大利、日
本、斯里兰卡、菲律宾及中国内
地等全球 12 个国家和地区近
300家企业同时参展，届时将为
与会者带来品类丰富的臻美珠
宝和跨界精品。同期还将举行
亚太国际珠宝钟表博览会，工艺
美术精品及古董钟表琳琅满
目。预计将有来自36个国家及
地区的近1万名观众参观展会。

据介绍，今年上海珠宝展已
经全新升级了“珠宝生活馆
2.0”，充分利用跨界的方式和生
活中各种和美有关的场景进行
创作，尽情诠释“珠宝生活化，生
活珠宝化”。届时，“珠宝生活馆
2.0”中将会有来自珠宝界的著
名设计师品牌 Kelly Xie Fine
Jewellery、即刻寻宝，及精于钻
研时尚潮流趋势的羽庭、奇尚和
卡帝宝等时尚珠宝品牌，更有来
自新加坡、泰国、印尼、马来西亚
等跨界时尚伙伴，带来皮包、鞋
履及融合东西方疗法的护肤产
品，令观众徜徉于欧式风情小镇
展馆中，畅快购买跨界时尚精
品，一站式满足生活中的精致需
求。 青年报 王娟

索康发布
新品牌曼姝

11月24日，索康在上海宣
告新品牌曼姝诞生。发布现场，
上海索康医用材料有限公司董
事长叶明，从起源、新生和未来
三块讲述了曼姝诞生的全部故
事。并称，随着定制化生活的普
及，索康将紧跟时代步伐，在医
美行业率先提出私人定制的理
念，并致力于将东方之美带上世
界舞台。据介绍，索康公司此次
提出私人定制的解决方案，得到
了业内专家的普遍认可，面对日
益增长的医美需求，兼具安全与
个性化的产品及服务，才能真正
成为行业的赋能者。叶明表示，
借助此次新品诞生的契机，索康
将不断探索医美行业的定制之
路，以创新技术作为后盾，助力
医美行业美出新高度，让品质为
中国说话。 青年报 姜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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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硬件战略
刚刚接过彩电帅印不久的

王志国，提出了创维将发展“新
硬件”战略的缘由：在消费需求
变化、产业环境变动，以及科技
迭代的经济大环境中，电视行
业已然出现了新的变化。面对
新的竞争环境，创维从电视行
业实体产业属性出发，紧随国
家倡导实业转型的政策导向，
以技术创新为手段，即“硬件+
系统+内容+AI算法”。

他强调，唯有以技术作为
市场驱动，才能让电视硬件具
备明显的差异化特征，推动电
视行业的高端化进程，让行业
重回良性发展之路。

王志国表示，酷开系统是创
维重塑行业新生态最为关键的
一环，为内容整合和交互提供了
平台，直接关系到新硬件的落

地；同时还承担着提升用户体
验，实现大屏商业运营，为合作
伙伴创造价值等任务，是“新价
值”的重要载体。“一软一硬让人
们传统的看电视行为产生多维
度的变化，让互联网思维与传统
企业融合开创新赛道，这正是提
出生态融合的基础。”

合伙人制度
在创维看来，创新突破带来

的效益并不能一家独享，而是要
带动上下游、周边产业形成共赢
生态体系。

而事实上，早在创维之前，
某电视企业曾提出过类似的制
度。即除了硬件收入外，服务及
其衍生产品的收入共享，但却因
该企业出现资金链紧张等问题
而未能实现。

据悉，创维提出的经销商合
伙人制度，首先是配件收入分

成，其次为内容收益分成，10%的
价值与经销商分成，鼓励经销商
将用户发展成为会员，并按照注
册会员的状况进行分成。最后
就是资本增值分享计划，即酷开
目前市值的10%约10亿元，创维
的经销商即是酷开合伙人。

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执
行副总裁谢思泉谈到合伙人制

度时称，扭转传统营销思维，从
营销驱动转变为技术驱动，为
客户提供学习和交流平台，加
强客户服务与管理是必不可少
的。

他指出：“创维希望做的，
是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以新
营销推动行业变革升级，赋能
客户，让客户赚钱。”

推“合伙人”制度并融入互联网思维

创维欲上演电视行业“蝶变之路”

青年报 姜卓

“买买买”的双 11 已经过
去，在主流电商平台天猫、京东
的交易额屡创新高的背后，中
国大众的消费需求也正在发生
变化，消费分级的趋势愈发明
显。一方面，追求精品的人，愿
意为建立在产品本身价值之上
的品牌溢价和情感价值买单；
另一方面，高性价比产品在一
二线城市有较大的市场，消费
者由追求产品附加值回归到追
求产品高性价比，在价格和品
质之间寻求平衡点，不为无谓
的溢价买单。

而在消费分级这一大背景
之下，以图书品类为例，当纸质
阅读热情回暖、图书价格却水
涨船高之际，二手书市场正悄
然崛起。

有数据公司的调查显示，

在二手物品品类中，图书为耐
用品，且使用频次少。一本书
籍被消费者购买并且阅读完
后，往往就沦为闲置物品，但书
籍本身的残值很高，具备再次
流通的价值。此外，图书的低
值特点，减轻了消费者的交易
心理负担，因而成为二手物品
中的热门交易品类。

评测显示，目前比较热门
的全品类二手电商转转，以及
多抓鱼、漫游鲸等垂直品类平
台，凭借提供二手图书交易业
务而受到消费者的关注。不
过，因模式不同等因素，各家
的服务有所差异。据了解，从
业务模式上看，由于转转是全
品类平台，其二手书业务分为
C2C和自营的C2B2C模式，以其
自营图书业务为例，与 C2C 模
式相比，平台作为中间环节的
B 端熟悉货品属性，有专业的

定价能力，能针对 C 端卖家的
二手商品提供合理估价；此
外，B端可以通过提供鉴定、清
洁、翻新、保养等标准化服务，
解决二手商品交易过程的商
品痛点。

而在供货方面，由亚马逊
编辑推荐的100本人生书单中，
从文学精选、社科必读、经管励
志、少儿必读、科技必读、艺术
必读这六大类别中，分别选取
排列在第一的书籍，在三大平
台查找。就书籍的数量和种
类而言，漫游鲸的种类和数量
明显少于转转和多抓鱼，能在
转转和多抓鱼购买到的书籍，
在漫游鲸平台较多处于缺货
状态。

通过实测显示，同样从亚
马逊100本人生必读书单中，以
文学精选排列前10的书籍价格
为参考，挑选同一出版社的书

籍对比三家平台的价格，其中
多抓鱼平台二手书的定价是由
书籍品相决定的，带有划痕、霉
点的书籍价格最便宜，以多抓
鱼的最低价和其他两家平台的
良品二手书价对比，多抓鱼平
台的二手书售价还是高于转转
和漫游鲸，对比发现，三家平台
中，转转二手书价最便宜，漫游
鲸其次，多抓鱼最贵。

总的来说，转转平台具有
巨大的体量优势，从用户数和
书籍存量方面，转转平台的体
量优势明显。多抓鱼的二手书
品相也不错，但三家中价格偏
高，不过其重社交的属性能为
读者提供好友读过的书籍推
荐，相当于给书友建立了交流
的平台，有一定特色；而漫游
鲸，书籍种类较少，找到自己喜
欢的书籍有一定的难度，是该
平台最大的劣势。

二手书网上交易市场悄然崛起

在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地之后，乌镇便与“互联网”紧紧相拥。11月22日，传统彩电企业
创维在乌镇宣布，将创造性地把互联网思维融入传统企业，同时，将与经销商共同搭建新的商业模式
——合伙人制度，共同做大智能电视内容与服务运营市场。两年前的乌镇，马云提出了“新零售”概念
让互联网界为之震动，两年后，创维正在这里上演着属于传统彩电行业的“蝶变之路”。 青年报 姜卓

青年报 姜卓

空调净化速度挑战超凡速
算、洗衣机单角斜立画框挑战
平衡大师……11月24日，在央
视第四季《挑战不可能》的舞台
上，海尔以原创科技实力不断
挑战，检验提高企业为用户创
造“新可能”的能力。

在“挑战”现场，一台台曾
经或者正在改变人们日常生活
的海尔电器，串联起了海尔33
年不断挑战自我、不断战胜极
限的过往。随后，由净界自清
洁空调、F＋冰箱、防干烧燃气灶
以及直驱洗衣机组成的“挑战

战队”，与天才速算大师李顺
实、国际特技记忆大师黄胜华、

“黄金舌”中国烹饪大师杨海
明、平衡大师韩遂宁夫妇、平衡
家庭钟荣芳一家完成了一项项
看起来不可能的挑战。

舞台上充斥着白色烟雾的
7m3密闭空间内，开启净化功能
的海尔净界自清洁空调一分钟
将所有烟雾净化干净，李顺实
也在同一时间算出了100笔四
位数的总和；而在高6M长8M的
天平两端，韩遂宁夫妇、钟荣芳
一家分别将2台正在高速运转
的直驱洗衣机，纹丝不动地稳
定在悬挂画框内；黄胜华则在

20分钟内从200张草莓细胞切
片中，找出取自F+冰箱中存储7
天仍然“新鲜如初”的草莓切
片；杨海明只是品尝了由海尔
防干烧燃气灶精准控温熬制出
的三碗“原汁”鱼汤，就成功分
辨出鱼的种类……一项项看起
来不可能的挑战，海尔都将其
变成了可能。

海尔方面表示，在这些“挑
战”中海尔挑战的都是家电行
业的用户痛点，比如在冰箱行
业，各大企业都在想如何极致
保鲜，洗衣机行业都在想如何
降噪，空调如何将空调与净化
器合二为一……海尔就是想通

过不断挑战不可能，为用户创
造新的可能。海尔全球超前研
发总经理王晔介绍说，海尔在
全球建立了10大研发中心，遍
布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印
度、新西兰、墨西哥以及中国上
海等，每个研发中心都是一个
独立的研发总部，形成一个遍
布全球的网络，其触角深及用
户，从而可以快速孕育出一个
个全球领先的产品。“这些研发
中心各有所长，它们既可以和
当地的创新伙伴合作，同时又
能依据用户需求相互协同，合
力为新产品提供最好的解决方
案。”王晔说。

海尔“挑战不可能”现场 挑战用户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