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里的互联网十年

都是为了促进
“高质量消费”

京东商城轮值CEO兼京东集团CMO
徐雷

在出任京东商城轮值CEO之前，
徐雷曾历任京东商城市场营销部负责
人、无线业务部负责人、京东商城营销
平台体系负责人、集团CMO等职位，
而以CMO身份兼任CEO的，业内并
非没有，但极为罕见。但作为京东“老
兵”的徐雷在京东品牌的建设、塑造和
向移动端转型的战略中功不可没。徐
雷力推“618”时曾表示：“促销可以做
20天，流量也可以用营销节奏去引导，
但一定要让消费者记住一个符号，那
就是京东的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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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快好省”缔造者到
“高质量消费”推动者

从数码3C起家的京东商城尽
管累积了一大群“消费力、忠诚度双
高”的用户，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京
东用户的“直男”形象挥之不去。而如
今京东商城的形象越来越“国际化”
和“多元化”，在核心数码3C业务之
外，奢侈品电商TOPLIFE、跨境电商
全球购等业务的表现都十分抢眼。

徐雷认为，奢侈品电商行业还
是一片蓝海，比如目前TOPLIFE平
台上入驻品牌在中国布局的线下旗
舰店平均数字不超过30家，而过去
一年里TOPLIFE帮助品牌送达了
全国29个省265个城市。“在奢侈品
电商业务上，京东的用户价值正在
被众多品牌认可，同时京东也能通
过直播、社会化媒体营销等方式帮
助奢侈品牌找到潜在的消费者并实
现转化。未来我们会加深、加快与奢
侈品品牌的沟通洽谈合作，建立奢
侈品商品和对应用户层的关联，进
行越来越精准的触达。”徐雷说。

作为京东集团国际化战略布
局重点业务之一的全球购业务，已
吸引了近2万个品牌入驻，SKU近
千万，遍及全球 7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徐雷表示：“京东全球购在全球
布局多个直采中心，将巩固与现有
商家的合作关系，开发新的业务合
作伙伴，大幅提升在所在国的采购
规模，并通过直接对接品牌方、工
厂、大型商超和全球顶级供应商，
从源头保证商品质量。在品牌选择
上，我们希望对方第一要尊重消费
者，第二要有持久的商业模式。我
们在引进品牌的时候会参考品牌
在社交平台上的搜索频次等很多

数据，评估品牌在中国的认知度和
本身的实力。”

无界零售基因：对衣食住行和
本地生活圈全覆盖

自今年 618 以来，京东无界零
售战略中的各条业务线在实现突
破的同时，还形成了协同效应。以
线下布局为例，京东依托京东之
家、京东便利店、京东X无人超市、
京东电脑数码专卖店、京东家电专
卖店等创新业态在全国打造了一
个个覆盖半径3-10公里不等的智
能生活圈，加上“排头兵”7FRESH
的大范围铺开，京东的无界零售成
果正在惠及消费者“衣食住行玩”
等各个生活场景。

而京东家电在今年9月推出的
“京品家电”，则是一项B2C模式的
新尝试。“京品家电”是依据消费大
数据、以消费者对产品功能和使用
习惯等喜好需求定制研发，再由品
牌厂商直接独家供货给京东平台
的人性化家电优选产品，均为京东
根据消费者因需定产的独家专供
商品。”徐雷介绍道。

最后徐雷表示，“今年11.11全球
好物节，京东在线上线下融合方面，
提出了“随时随地高品质”的目标，原
因在于消费体验的需求已经扩展到
了与电商购物行为相关的各个环节，
今年京东将携手上千个品牌、60万家
门店参与其中。包括遍及全国的京东
创新业态、品牌合作创新门店、银行
网点、运营商门店等合作伙伴，再加
上即时消费平台京东到家以及联合
超过20万线下商家开展营销活动的
京东金融，可实现对衣食住行玩等生
活每个角落的全覆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谷

近日，2018易观A10大数据应用
峰会暨易观之星颁奖盛典在北京召
开。在易观之星年度评选中，人人车荣
获“易观之星2018年度数字化成长之
星”大奖。在业内人士看来，人人车荣
获此殊荣，源于其在二手车领域数字
化发展上的重要贡献，并在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上取得了
突破性的进展。

据了解，此次数字化成长之星奖
项的评选主要围绕使用数据、发掘数
据核心价值，并借助工具提效实现价
值成长的企业及团队，依照严格的评
选标准，遴选出年度最优。凭借在二手
车市场上的持续创新，人人车受到了
专业评审的一致认可，并荣获了年度
大奖。

目前，人人车在运营上全面实现
了数字化发展，并应用在了二手车交
易的全流程。在检测方面，人人车提供
了业内最为先进、全面的249项专业检
测；车辆选品环节，基于人人车全国最

大的二手车行业数据库，人人车打造
智能选品模型，还可以依据用户需要，
定制个性化的汽车交易解决方案；关
于定价，人人车推出智能定价系统，通
过积累的十万量级车型数据、千万量
级交易数据、亿级互联网参考挂牌数
据，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根据车况、市
场行情等因素对二手车进行综合定
价，定价准确率高达99.5%。

在公司的管理与调配上，人人车同
样实现了数字化，并以此实现了成本的
降低和效率的提升。尤其是在高效调度
方面，人人车不断对一线运营团队做精
准画像，实现更合理派单，同时持续对
平台交易行为及行业流通情况做画像，
在用户和运营团队之间搭建智能化调
度网络，以提高综合运营效率。

今年，人人车还掀起了二手车新零
售变革，在业内首推二手车严选商城，
采用专家选品模式，从海量好车中精选
最优质车源，在线上线下集中展示售
卖，打造线上线下一体的二手车交易闭

环，为用户提供“闭着眼买好车”的二手
车新零售体验。买家可一次性集中挑选
优质车源，车辆符合标准的卖家也可提
前获得预付车款，极大提升了买卖双方
的二手车交易效率和体验。

多年来，中国二手车行业都存在
信息不透明、时空错位、售后无保障等
难题，缺乏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
行业规则。正是以人人车为代表的二
手车电商平台的崛起，将数字化的运
营与管理带入二手车行业，大幅度提
升了交易效率，推动了整个二手车市
场的高速发展。

对于人人车来说，目前在数字化
的发展还仅仅是开始，人人车希望依
托技术的力量，为中国的二手车市场
带来更加深入的变革，并将数字化落
地到二手车产业链的上、中、下游，让
交易、金融、保险、售后等服务更加智
能，持续提升用户的交易体验，促进中
国二手车市场迈向新的台阶。

(郭晶晶)

人人车荣获
“易观之星2018年度
数字化成长之星”奖

11月1日，在2018百度世界大
会上，百度首次全面展现了AI在国
民经济三大基础产业，及制造、医
疗、交通等各大领域的应用落地，
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更加美好的AI
生活图景。百度也由此从“AI技术
领先”向“应用落地领先”强势进
化。李彦宏也首次明确提出：百度
正在用AI思维来做智能交通。

曾经吹过的牛实现一个
李彦宏又立3个Flag

李彦宏在现场表示，互联网思
维解决交通是一个过时的思维。如
果沿用互联网思维解决智能交通，
无非就是根据地图上的一些打点，
抽样来推测目前道路的状况，对一
些红绿灯进行调整，这样的抽样并
不能实时全面地反应情况。

AI思维则是用全量实时的数
据来感知交通实际情况，城市每一
辆车所在具体位置，每一个红绿灯
口有多少辆车，这些车移动的方向
等等。通过对这些情况进行全局调
整，可以大幅度提升城市交通运营
效率。AI思维的智能交通，具备全
面感知、全局决策、实时控制的特
点，可以大幅度提升城市交通效
率，改善人们的生活体验，大大提
高人们的幸福感。

“智能交通应该是未来。”李彦
宏说，互联网思维是一个过时的思
维，我们的思维是AI的思维。互联
网思维是抽象的思维，AI思维是数
据的思维，全量的数据放到智能交
通体系里进行全面的调整，这才是
智能交通的未来。

在今年7月4日，在百度AI开发
者大会上，李彦宏说：“曾经吹过的
牛实现了，全球首款L4级量产自动
驾驶巴士‘阿波龙’量产下线！”如
今，阿波龙已经安全运营了整整
120天。李彦宏又在世界大会现场
定下了3个目标。他表示，百度与
一汽红旗合作，共同打造的中国首
款L4级自动驾驶量产乘用车，将在
2019年小批量下线示范运行、2020
年大批量投放更多城市运营。据
悉，这是红旗R.FLAG与百度Apol-
lo的完美结合。

“2019年年底，我们的新车将
会小批量下线；到2020年，将实现
大批量投产。这些车将在北京、长
春等城市首批投放运营。”中国一
汽董事长徐留平在大会现场说到。

本次百度世界大会上，百度不
仅 发 布 了 包 括 车 路 协 同 、Valet
Parking等在内的一系列智能交通
解决方案，还宣布推出百度AI 城
市“ACE王牌计划”（Autonomous

Driving、Connected Road、Effi-
cient City）——要利用AI城市解
决方案把北京、上海改造成世界一
流的智能城市。李彦宏表示，百度
AI城市将率先落地北京和上海。

百度AI加速渗透
国民经济三大产业

DuerOS新能力、Apollo无人
车、AI城市，都离不开百度大脑的
支持。从1.0到2.0再到3.0，百度大
脑从技术层向应用层不断进化，目
前已渗透国民经济三大基础产业。

在农业方面，农民通过使用百
度云与麦飞科技合作的农业遥感
智能监测系统，引入边缘计算，对
农作物病虫害实施智能化监测，并
完成精准施药，能够将农药使用量
降低50%。百度正利用AI能力让农
业生产提质增效，“打好中国粮，端
好中国碗。”

不仅农业，百度AI在制造业方
面也开始解放人力。由于挖掘机工
作太苦太累，现在的年轻人不再愿
意干这行，老高购买的10台挖掘
机，常常出现3-4台闲置的状况，怎
么办？百度与拓疆者合作的无人自
主挖掘机，是世界上首台基于视觉
技术构成的低成本、可量产解决方
案的工程装备，能在工程项目中减
少人力，实现智能施工。

在第三产业，AI又将为我们带
来哪些变化？李彦宏在现场模拟了
眼科疾病对人带来的不便并宣布，
百度将于中山眼科合作开发了百
度AI眼底筛查一体机，帮助基层的
眼病患者尽早发现致盲风险，及时
就医，让更多的眼底疾病都能被早
发现、早治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沛
实习记者 张超

百度AI
加速渗透三大产业

百度公司创始人兼CEO 李彦宏

近日获悉，国内新晋第二大连
锁咖啡品牌瑞幸咖啡宣布，启动

“双11首届luckin狂欢节”，优惠力
度为“充1赠2”，用户通过咖啡钱包
充值购买1张咖啡券就能获赠同价
格饮品券2张。

依照活动规则，从11月6日至

11月12日，用户购买瑞幸咖啡任
意类型咖啡钱包饮品券1张，可获
赠同价格饮品券2张，可累加购买
获得更多优惠，每位客户最多可
购买5张。用户通过瑞幸咖啡手机
APP或微信小程序均可参与此次
活动，所有的注册用户均可参与

此次双11狂欢活动。用户购买与
获赠的饮品券在瑞幸咖啡全国所
有门店均可消费。饮品券将预存
在手机APP或微信小程序内的咖
啡钱包内，分为21元、24元、27元
三种，分别对应三档饮品价格。结
算时，饮品券可抵扣相应面额的
商品费用，但不包含风味糖浆及
配送费，不设找零，超额需补差
价，一次可使用多张饮品券。咖啡
钱包饮品券购买后即可使用，有
效期三年。

瑞幸咖啡定位为新零售专业
咖啡运营商，做用户“喝得起、喝得
到”的一杯好咖啡。用户购买咖啡时
下单、支付均可通过手机APP或微
信小程序，在线选择自己喜欢的口
味，还可以通过手机直播观看咖啡
制作的全流程，咖啡制作完成后再
去取餐，不用排队。瑞幸咖啡从今年
1月份开始试营业，5月8日转入正式
营业。截至10月23日，瑞幸咖啡已进
驻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大连等全
国21座城市，门店总量超过1400家。
近日，瑞幸咖啡还相继开通了北京
故宫店、奔驰总部店，工体汗水兑换
工厂店，还进驻了中石化加油站，与
易捷合作在全国布局门店。按照规
划，今年年底瑞幸咖啡全国门店数
量将达2000家。

一杯好咖啡，是瑞幸咖啡获得
用户青睐的基础。瑞幸咖啡全球优
选上等阿拉比卡豆、瑞士顶级全自
动咖啡机、新鲜烘焙新鲜现磨，保
证每一杯咖啡都处于最佳赏味期。
通过以大数据的方式优化门店布
局，瑞幸咖啡不断提升运营效率，
优化用户体验。瑞幸咖啡可提供堂
食、自提、外送三种服务。8月1日，
瑞幸咖啡公布的数据显示，外送订
单平均完成时间降低至18分钟，

“30分钟慢必赔”超时率降低至
0.4%，用户满意度达到99.3%。

(胡沛)

互联网10年之变
咖啡外卖最快几分钟送到家

双11瑞幸咖啡启动
首届luckin狂欢节充1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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