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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购物节进入双峰化
“618”成全民年中购物符号

2017年5月26日
星期五

国内首款分屏功能手机来了

5月25日，小米公司在北京发布了大屏手机
小米Max 2，首次在6.44英寸大屏手机上推出分
屏模式，可一边看视频、一边聊微信，并配备
5300mAh充电宝级大电池，正常用两天不充电。
小米公司创始人、董事长、CEO雷军表示，相信
这次全新升级的小米Max 2有望成为大屏手机
市场上的新标杆。据了解，该款手机6月1日将在
线上小米商城、天猫、京东、苏宁易购以及线下小
米之家、国美、苏宁全渠道开卖。

去年5月，小米公司发布了首款大屏手机小
米 Max，并喊出“大屏手机就是小米 Max”的口
号。此次发布的小米Max 2延续了6.44英寸全高
清超大屏幕，屏幕黑边相比上一代缩减53%。整
机尺寸控制极佳，相比iPhone 7 Plus屏幕足足大
了37%。据小米方面称，小米Max 2可持续看视
频18小时、导航21小时、通话更是高达57小时，
日常使用两天不成问题。小米Max 2不仅可以保
证自身的长时间使用，还可为其他手机充电以解
不时之需。拍照更是采用了与小米6主镜头相同
的IMX386传感器，单像素感光面积相比上一代
提升56%。

此次发布会还发布了小米移动米粉卡，包括
日租卡和月租卡两种。其中，日租卡 1 天仅需 1
元，包含500M省内流量，1天3元档位则可不限
省内流量，上网不封顶成为现实。

成都商报记者 庞健

房地产行业非法集资活动涉及面广，危
害极大，根据住建部近年掌握的情况，房地产
行业非法集资活动一般采取以下方式：一是
以预售房屋的形式非法集资，该方式多表现
为房地产企业在项目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前，有的甚至是项目还没进行开发建设时，
以内部认购、发放VIP卡等形式，变相进行销
售融资，有的还“一房多卖”。二是利用房地产
项目开发进行非法集资，表现为房地产企业
自身或者是通过中介公司向社会公众融资，
承诺给予远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高额利息，
有的还以一定的资产作为抵押。三是以分割
销售商铺并承诺售后包租的形式非法集资，
该方式多表现为房地产企业违法违规将整幢
商业、服务业建筑划分为若干个小商铺进行
销售，通过承诺售后包租、定期高额返还租金
或到一定年限后回购，来诱导社会公众购买。
此外，近年来，又出现了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
众筹买房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的现象。

同时，房地产行业非法集资活动往往蕴
藏着极大风险，一些开发企业采取滚动借款
方式，资金期限与项目周期不匹配，资金链脆
弱，一旦项目运作出问题，将导致资金链断

裂；一些企业或个人通过欺骗、诈骗的方式，
在证照不齐的情况下，以房地产项目的名义
进行非法集资活动，有的甚至携款逃匿；此类
项目往往涉及社会集资、定期返租，容易发生
收益不确定和达不到承诺的收益等情况，一
旦发生纠纷，难以维护购买者权益。

据介绍，近年来为切实加强对房地产行业
非法集资的防范和处置，全国已推行房地产交
易合同网签备案制度。为有效制止“一房多卖”
骗取购房款、恶意骗贷等行为，截至2016年底，
全国339个地级以上城市已全部实现新建商品
房交易合同网签备案，280多个城市已实现二
手房交易合同网签备案。2016年以来，住房城
乡建设部全面部署开展了房地产市场秩序专
项整治工作，将房地产开发企业9种违法违规
行为、中介机构的10种违法违规行为作为专项
整治的重点，大力整顿规范市场秩序，并指导
各地房地产管理部门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意见》，
加强与金融、公安、工商、物价等部门的沟通协
调，建立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加强日常监管
和联合执法，落实对非法集资企业的惩处机
制，坚决杜绝非法集资在房地产领域蔓延。

买房还能做理财？
当心落入非法集资圈套

购买一套风景名胜区的精装房，还能获得高达80%的房款返还？近来，有市民打进本报热线称，省内某风景区附近有“具有投资功能”的精装小户型在售，前5年返还总
房款30%的消费券，第6年起至第15年按年共固定返还总房款80%的现金，也就是说到了第16年白捡一套房。

在房地产市场升温期间，房地产企业快速扩张，为缓解资金压力，部分房地产企业通过售后包租、返本销售等噱头促进销售回笼资金，一旦房地产企业资金链发生断裂，
往往既不能交付投资者购买的房屋，也不能兑现包租、返本销售等承诺，投资者可能血本无归。在今年5月召开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座谈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
将按照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安排，在今年5~7月组织各省（区、市）政府开展涉嫌非法集资风险专项排查活动，切实加强对房地产行业非法集资的防范和处置。

在湖北省某市，一个名为“上上坊
养老型酒店公寓”就曾以“理财产品”
的方式销售楼盘并一度热卖。该楼盘
在广告宣传中声称，“既真实拥有，又
有投资功能”：购房者每投资10万元，
第一年可获12%的收益率，此后每年
收益率增加2个百分点，5年累计收益
达房款的 80%，同时拥有公寓产权，

“等于两折购房”。然而在 2014 年初，
300余位购房者先后预交了数十万元
意向金，却陷入骗局。据办案部门介
绍，因资金链断裂，开发商已进入破产
程序，其发售的“理财产品”涉嫌非法
集资，涉案金额达3亿多元，众多购房
者向房企缴纳的预付款面临本金不保
的危险。据调查，该房产公司还在海
南、河北等地如法炮制多个此类项目。
投资者缴纳的房款均被挪用于弥补企
业资金缺口，最后累计非法集资35亿
元，涉及4万多名群众受害。

无独有偶，市民李女士日前也收
到了一条推销商铺的信息，销售人员
称购买商铺即可返现3 年租金，并保

障每年最低收益为8%，终身包租的条
款将全部写入购房合同中。商铺出售
价格也大大低于市场价格。按照开发
商所承诺的种种条件，低价格、低风
险、高回报，保底8%的年收益率，超出
部分 5∶5 分账，看似稳赚不赔的生意
实质上却是高风险事件。

专家表示，大多数承诺售后包租
的开发商，受开发周期的制约，许多项
目在承诺时尚处于期房阶段，前景尚
不明朗。而对于商铺或者写字楼市场
而言，持续稳定的终端客户才是支持
其兑现投资回报的唯一资金来源。售
后包租首先面临的风险是，对于未经
过市场检验的商铺、写字楼，仅仅作为
外行的普通投资者，根本无法判断其
租赁前景。更大的风险是，当前售后包
租更多采用的操作模式是通过委托第
三方经营管理公司，开发商往往游走
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一旦
楼盘卖得不好或商铺经营不善，已收
到售款的开发商可能携款跑路，投资
者也将可能血本无归。

看似稳赚不赔的项目 实则为美丽的陷阱 房地产非法集资行为风险极大 住建部专项整治违规违法销售

品质平价“新零售”正在崛起

在网络购物行业发展日益成熟的今天，新零
售的概念已经开始逐步取代传统电商的概念，网
络购物入口也开始向内容类平台转移。

5月22日，江苏卫视与网易严选发布战略合
作消息，宣布推出“黑凤梨”系列产品。网易严选
方面称此次推出原创设计，意味着发展进入品牌
升级的一个新阶段。

据介绍，“黑凤梨”是网易严选与江苏卫视
《我们相爱吧之爱有天意》节目联合打造的爱恋
主题系列产品，全部为自主设计。网易严选于
2016年4月上线，通过ODM模式，大牌制造商直
供，剔除品牌溢价和中间环节，为用户提供性价
比颇高的商品。

网易严选发展一年多，从最初的家纺家居，
再到厨卫、洗护、箱包、母婴、食品等产品，已发展
出九大品类，SKU也已从试运营时的30多个增
长到5000多个。“成都人在网易严选上购买了大
量的居家产品，其中拖鞋销量稳居第一”。网易严
选日前透露，作为网易严选的一个重要的区域消
费人群，成都人对居家生活尤为热爱，累计销量
前3的商品依次为轻简四季居家拖鞋、速干防滑
沐浴拖鞋、超柔天鹅绒连裤袜。与此同时，其他大
量国产高品质商品也成了成都人的心头爱。

转转是 58 集团孵化的专业二手交易平台，
成立于2015年11月。将转转定义为品质平价电
商的原因之一就是通过转转定期转让闲置。通过
转转提供的交易数据可以看出，成都人开始越来
越接纳这种用分享经济带到品质生活的方式。据
转转平台数据显示，位居二手手机交易买家阵营
前五位的分别为北京、深圳、成都、哈尔滨、东莞，
而买家阵营主要集中分布在北京、深圳、广州、成
都、哈尔滨。

中国分享经济正在加速步入发展黄金期，随
着“互联网+”的兴起，二手交易从传统的线下“跳
蚤市场”逐步转移到线上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完
成，构建健全的平台“信任体系”才是解决此问题
的关键。

业内人士分析，近两年才开始崭露头角的网
易严选、转转等走品质平价路线的平台则逐渐出
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开始发力。也许在不久的将
来，电商江湖将进入一个领域划分越来越细、服
务越来越具品质感的新零售江湖。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电商大促新趋势报告：
一年两度大促，成为消费者的期待

据介绍，“618”的概念缘于京东的店庆日，
由早期的京东红六月促销季到京东“618”品质
狂欢节，随着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经历了不
同阶段。14年历程，也使“618”成为深入人心、
大受消费者期待的年中购物盛宴。

根据京东联合21世纪经济研究院、数字
100联合发布的《中国电商大促新趋势报告》，
在一年12个月中，6月和11月是两个订单高
峰，中国零售已形成“618”和“双 11”双峰鼎
立的格局。

调查显示，消费者在“618”期间更加愿意
花钱买高价值商品。例如，报告所监测的14个
品类商品中，即便商品有大幅度打折促销，家
居、家电、手机、美妆、食品酒类等7个品类的
客单价依旧比平时高。同时，用户会更青睐大
牌商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在“618”期间
从购买生活“必需品”到“非必需品”、从追求

“大而全”到“小而美”、从购买商品到购买服
务、从物质消费到精神消费的趋势越来越明
显，近3年美妆个护用品、保健用品成为“618”
期间增长最快的品类，而一年在京东消费5万
以上的用户中则非常青睐乐高积木、钢琴（普
鲁特娜和雅马哈）以及无人机（大疆）。

电商新玩法：
京东X+零售，天猫品牌升级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了解到，“618”大促在
经过14年的演变后，不再是京东一个玩家，今
年的“618”不仅有线上的各大电商平台广泛参
与，来自全球的数十万品牌商和店铺、全国几
万家线下门店和加入京东开普勒计划的多家
企业，都共同加入了这次盛会。

今年“618”，电商究竟有哪些新玩法？据了

解，京东将变革新的玩法，从技术+零售、品
牌+零售、IP+零售、金融+零售、多终端+零售
五个方面入手，全面联动线上线下、引入消费
者的参与和品牌商的协同，而京东在“618”的
角色也由渠道商转变成中国零售基础设施的
提供商。

比如，技术+零售方面，京东将结合AR、
VR技术与消费者开展互动的购物体验。京东
智慧物流技术也将实现重要落地，无人车、无
人机、分拣机器人都将投入使用。此外，全国
超过1700家的京东帮服务店、遍布村镇市场
的几千家京东家电专卖店，以及新开设的京
东京选空间体验店和京东母婴体验店也会全
面参与。京东集团 CMO 徐雷认为，京东在

“618”玩法上的转变，背后则是京东由渠道商
向零售基础设计服务商角色的转变，这也是
京东在未来零售中的全新定位。

亮点一：
品牌升级 联手IP更注重品质

京东和天猫无一例外都把品牌品质看作
“618”的重点。京东方面联合14个知名品牌将
携手其明星代言人与消费者开展深度互动，
通过明星聚集爱好、身份、标签相似的消费者
粉丝，成为品牌在未来零售中的设计师、传播
者和服务者。在IP+零售环节，京东将会与乐
高、迪斯尼和变形金刚开展粉丝狂欢活动。此
外京东首次同时推出了线上线下白条产品。

而品牌升级成为天猫发力“618”大促的核
心竞争方式。截至3月，在福布斯全球最具价
值品牌100强中，有近八成的消费品牌入驻天
猫。天猫对App也进行了改版升级，导入全景
导购、VR体验等，并用短视频动态展示商品。
据天猫营销平台事业部总经理刘博介绍，天
猫将在线上线下为消费者打造全方位的“理
想生活”。在“618”理想生活狂欢节期间，将有
19个品牌在海内外6大城市核心商圈，打造19

个理想生活样板。

亮点二：
电商今年开玩品牌升级反向定制

而今年，反向定制成为各大电商平台的
新玩法。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表
示，大数据是电商平台的优势之一，品牌商可
借助电商平台提供的数据及时获取消费者需
求的转变，做出最佳判断。

天猫已依靠 C2B 反向定制孵化了洗碗
机、洗烘一体洗衣机、扫地机器人、美容仪等
品类，品牌商借助解决方案进行研发和生产
端的转型升级。曹磊指出，越来越多的品牌商
开始寻求平台的建议，平台介入品牌商的生
产环节，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升级。

依靠大数据进行反向定制，或将驱动供
应链的不断升级，而天猫并不是反向定制的
唯一玩家。5月22日，京东推出的智能冰箱，对
生产端提供方向定制，在智能技术、供应链服
务、互联网内容服务方面为品牌商提供服务。
基于京东的大数据分析，品牌商对用户喜好
的把握将更加精准。

为何各家电商看重“618”？
全民年中购物节的符号化

为何各家电商平台都更加看重“618”？业
内人士分析，“618”大促承担了电商平台总结
上半年业绩的任务，并对下半年的市场走向、
消费习惯进行预测，而“双11”大促已演变为
电商平台的年终总结报告。

京东集团 CMO 徐雷表示，“618”是一个
符号，今年的“618”或将成为整个中国零售的
分水岭。电商分析师李成东表示，平台纷纷参
与“618”大促，体现了京东在业内的影响力，随
着网购影响力越来越大，促销节也将带动更
多的渠道商参与进来。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电商“造节”愈演
愈烈，开始进入双峰
化。5月25日，京东在
北京召开发布会，宣
布“618”购物季正式
拉开序幕。而主打
“双11”大促的天猫
也 开 始 不 断 发 力
“618”大促，5月23日
天猫进行品牌升级，
并将启动天猫“618”
理想生活狂欢节。至
此，“618”也正式成为
“全民年中购物节”的
品牌符号。

在业内人士看来，
对于电商平台和消费
者，“618”大促和“双
11”大促俨然成为电
商大考和消费者的盛
宴，无论是天猫加码
“618”大促，还是京东
发力“双11”大促，电
商平台都在通过更加
多元化的促销手段获
取消费者的注意力。

原建设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房
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采取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本销售的
方式销售商品房。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采取售后包租
或者变相售后包租的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第12条
规定：“商品住宅按套销售，不得分割拆零销售。”

国家工商总局《房地产广告发布暂行规定》第16
条规定：“房地产广告中不得出现融资或者变相融资的
内容，不得含有升值或者投资回报的承诺。”各级房地
产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管，对违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销
售商品房的经发现要严肃查处。

根据《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法律
法规司法解释，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不具有房产
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
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
法吸收资金的，涉嫌《刑法》第176条所指的以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如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售后返
租”方法非法集资的，则涉嫌《刑法》第192条所指的
集资诈骗罪；如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签订“售后返
租”为内容的合同作为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
的，则涉嫌《刑法》第224条的合同诈骗罪；如果以“售
后返租”为手段虚构事实诈骗公私财物的，则涉嫌《刑
法》第266条所指的诈骗罪。 （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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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集团CMO董本洪细说天猫品牌升级京东集团CMO徐雷详解“618”新玩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