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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张小龙表示，今年春节不会有微信
“摇一摇”红包活动，因为“摇一摇”红包已经完
成了它的使命。张小龙称，微信作为工具不能有
太多节日运营的活动，微信应该是日常使用工
具而不是通过节日而变动。微信刚刚启动时，通
过微信红包能够带动更多人使用，微信摇红包
历史使命完成，今年不再有这样的活动。

张小龙表示，微信只是一个工具，希望
在春节时，微信的使用者能够有更多时间陪
伴家人。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在成都经营近十年的老牌烘培店浮
力森林将退出成都。近日，浮力森林在成
都仅剩的天府软件园店门上贴出告示
称，2017 年 1 月 6 日以后，该店将不再接
收浮力森林卡券。

去年8月，成都浮力森林食品有限公司更
名为成都名家食品有限公司。今年11月8日，

名家食品公司曾在报媒上刊登债务债权申报
登记公告，公告称，向该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的
时间为60日内。据名家食品负责债权债务处理
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已于9月停止业务。

而据了解，还挂着浮力森林品牌标识的天
府软件园店，实质上与名家食品公司已于8月终
止加盟合约。随着门店租金上涨、人力成本上升
及盲目扩张等原因，烘培业面临新一轮洗牌。

浮力森林1月6日停收卡券

昨日，市民张女士听到同事说浮力森林
天府软件园店1月6日以后将不再接收卡券
了，提醒大家赶紧去消费。张女士手上有张
面额200元的消费卡，这是公司发的生日福
利卡，很多同事手上都有。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在浮力森林天府软
件园店门上看到，贴出的告示称，“本店接收
原有浮力森林的提货卡和券截止2017年1
月6日，1月6日以后因终端系统对接原因，
不再接收原浮力森林卡券，请持有卡券的客
户在截止日期前尽快使用，或者去浮力森林
公司登记余额。”

记者向该店店长了解，实质上，这家店为
浮力森林加盟店，且已于8月与名家食品公司
终止加盟合约。目前该店受名家食品公司委
托，接收浮力森林卡券。由于1月6号以后店内
系统变更，将不再接收。对于该店名未来是否
还将叫浮力森林，店长称“很可能会变。”

店门上还贴上了名家食品于11月8日
在报媒上刊登的债权债务申报登记公告。名
家食品公司负责债权债务登记处理的余女

士表示，“公司此前主要是经营浮力森林品
牌，已于9月停止业务，目前主要工作是向
供应商、消费者等接收债权债务登记。”

烘培业竞争呈现红海

浮力森林总部位于杭州，自 2007 年进
入成都，成立成都浮力森林食品有限公司，
高峰时期，曾有锦绣店、抚琴店、芳草东街
店、光华店、金沙店、科华店等十余家店面。

今年年初，浮力森林挂牌新三板。据其
公告显示，其2014年、2015年营业收入分别
为9122万元、8888万元，净利润分别为290
万元、-120万元。2016年上半年，营收3558
万元，利润-827 万元，相比去年同期减少
20%。对于利润下滑，公司解释称，主要是因
为营业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的增加。

近年，烘培业竞争呈现出一片红海。在
成都，知名烘培老品牌就有安德鲁森、元祖、
好利来、面包新语等，在传统老店加大开店
速度的同时，国际新品牌如巴黎贝甜、悠米
可丽不断涌入。另外，烘培传统店还需面对
电商品牌如幸福西饼等的冲击。

“市场只有那么大，进入这一行的越来
越多，如果产品没有竞争力，转型不够快，就
只有被淘汰。”一位烘培业资深人士说。在他
看来，浮力森林退出成都的原因，“首先是其
定位不够清晰，其定位高端，产品价位都较
高，但不少店选址在社区，消费能力达不到，
定位与选址不匹配；其次其产品开发力不够，
缺乏变化。”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摄影报道

个贷中心韩学专访：
专注，更容易成功

个贷中心发展至今，已扩展到全
国三个城市，共有专业的客户经理
300 余名。是什么让个贷中心不断发
展壮大？

“个贷中心始终秉持‘诚信、专业、
高效’的企业理念，帮客户轻松解决资
金难题。”个贷中心董事长韩学表示，
专业加专注，以最严谨的态度诚挚服
务于每一位客户，才能引领行业健康、
规范发展，个贷致力成为全国一站式
金融服务领跑者。
成功需要勤奋和汗水

提及创业建立个贷，以及将其不
断发展壮大，韩学将秘诀归结为勤奋，

“我是个普通人，只有靠勤奋才能做出
成就、出类拔萃。”

韩学以前学过主持，那个时候全
靠自学，通过他不断努力、勤奋练习，
普通话水平有明显提高，终于能主持
婚庆和盛大活动，把控场面也较好，能
独当一面。

“我开过二十几家婚庆公司，但总
感觉缺乏一个好的契机，”韩学说，后
来自己努力寻找机会，做房产中介，开
始积累一些经验，然后创建个贷中心，

“这是我跟大家一起，一步一步、一点
一滴做出来的，花了很多心血和汗水。
个贷中心目前是一个贷款平台，但渐
渐也会往其他方面发展和完善。”

“我的人生格言是：专注更容易成
功。”韩学说，要做一件事就要认真、勤
奋、专心地去做好，“只要做到这三点，
就能把一切事情做好。”
追求全方位解决资金难题

“很多个人和企业在创业过程中
都需要资金，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最快
捷地筹集资金。”韩学提到建立个贷中
心的初衷。

他表示，个贷中心追求的是诚信、
专业、高效、全方位地为客户解决资金
难题，“我们希望通过个贷中心使客户
能在第一时间解决资金难题，我觉得
个贷中心的优势就是诚信、专业、高
效，这是一直以来我们发展的方向。”

近年来，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背景下，老百姓创业需求增多，而创
业最需要的就是资金。这让个贷市场
前景广阔。“我们去过很多城市考察，
比如深圳、昆明、重庆、贵阳、南京、西
安这些市场的资金缺口都很大，需求
量也很大。”

韩学表示，想建立一个平台，以个
贷中心为载体，发展很多关联企业，比
如房产交易、中介和装修等，希望能成
为以提供个人、企业金融服务为一体
的服务商。“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企业上
市，向全国发展，能够解决更多人的创
业梦想和资金难题。”
通过手机快捷获取贷款

韩学表示，目前个贷中心还只是
通过实体店的模式进行线下体验，如
上门服务、购房、置业、融资等一切与
融资贷款需求有关联的服务。紧接着，
相关的 APP 就应运而生了。“我们想
完善这些配套的服务，来满足客户通
过手机等移动端最快捷地获取贷款。”

韩学表示，个贷中心以上市为目
标，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愿景。“个
贷中心现已开启中国合伙人模式，期
待和欢迎有志之士的加入。共同成长，
共享未来。”

据韩学介绍，个贷中心聚焦全国
中心城市的发展战略，正逐步在昆明、
泸州、贵阳、西安、重庆、深圳、广州等
地区建立集团分部。 （吕波）
联系人：朱总
咨询热线：028-86748844
手机：152-0831-8723

“用完即走”“触手可及”
微信小程序1月9日上线

“微信之父”张小龙首次全面解读小程序：一种不需要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应用

进入成都近10年 浮力森林全线关店

在成都仅剩的一家店，店门上已贴出告示

在公开课现场，张小龙首先阐述了他对工具
的理解。他认为，任何一个工具都是帮助用户提
高效率的，并高效地完成任务，这是工具的目的
和使命。按照这个逻辑，一个好的软件或者工具，
应该让用户用完即走，这个“用完即走”的概念并
不是切断用户黏性，而是用户一旦完成了任务，
就应该去做别的事情，而不是停留在产品里面。

张小龙强调，小程序是一种不需要下载安装
即可使用的应用，它实现了触手可及的梦想，用
户扫一扫或者搜一下就能打开应用，也实现了用
完即走的理念。用户不用安装太多应用，应用随
处可用，但又无须安装卸载。他举例称，“我们看
到一盏灯，想要去控制它，可能只需要用智能手
机对着它扫一下，然后控制这盏灯的应用程序就
已经启动起来了。在我的手机里，我直接使用它

就可以了。在类似博物馆这样的场景里，用户可
以在一些不同的内容前面扫一下二维码，就可以
获知当前物体背后的信息，这就是触手可及。”

关于小程序的定位，张小龙表示，希望智能
手机的用户可以更快捷地获取服务，但同时体验
比网站更好，操作比下载APP更轻松。张小龙表
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每天在手机上不会
访问过多的APP，也不会为了访问一个企业的服
务去下载这个企业的APP。在这一点上，很多企
业的信息传递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甚至不如PC时
代方便。从这里可以看出，移动互联网时代缺少
了一种有效的载体，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用户需要
小程序。“其实它非常接近于PC互联网的一种网
站服务，网站的服务不同于公众号这样一种订阅
形式，它是一种真正的、直接的服务。”

微信小程序：

是一种不需要下载安
装即可使用的应用，它实
现“触手可及”的梦想，用
户扫一扫或搜一下就能打
开应用。比如：我们看到一
盏灯，想要控制它，只需要
用智能手机对着它扫一
下，然后控制这盏灯的应
用程序就已启动。

功能定位：

在微信里没有入口，
启动来自于扫二维码；没
有下载过程，所以不会有
应用商店；小程序上线后
用户无法订阅，也不能成
为粉丝；小程序与用户间
的关系仅有“访问、被访
问”；小程序不支持推送消
息，不能分享。

昨日，在备受关注的2017年微信公开课PRO版上，“微信之父”——腾讯公司高
级执行副总裁、微信事业群总裁张小龙宣布，经过一年时间研发的小程序将在2017
年1月9日被用户使用。2016年年初，张小龙在2016年微信公开课上宣布探索“应用
号”（即小程序），时隔一年，“小程序”终于浮出水面。

什么是小程序？无需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应用

张小龙提出一个小程序特别切合的场景，
“现在汽车票其实没有电子化，所有人去坐汽
车，必须要去汽车站现场买一张票。你要去排
队买票，然后再去坐车，以后可能通过小程序
来解决这个问题：只需要在每一个汽车站立一
个二维码，所有到汽车站的人扫一下二维码就
启动购票的小程序，然后直接通过小程序来买
好票，这样售票窗口就不用存在了。”

昨日公开课现场，张小龙对关于小程序的
一些疑问进行了解释。第一，小程序在微信里
是没有入口的，启动来自于扫二维码。第二，不
会有类似小程序商店的地方出现，没有下载过
程，所以就不存在一个应用商店去下载。第三，
小程序和用户是一种访问的关系而不是粉丝
的关系，不同于公众号，它是一种全新的形态，
不依靠粉丝数来判断价值。同时，小程序不能
推送消息，不能分享，暂时还不能做游戏，不过
用户能搜到小程序。

小程序启动来自二维码
今后扫二维码就能买汽车票

微信不是平台是工具
今年春节取消摇一摇红包

2016年成品油零售价以“十涨”结尾

成都93号汽油6.39元/升

成品油调价窗口如期打开，国家发
改委发出通知，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
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
制，自 2016 年 12 月 28 日 24 时起，国内
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100元和95
元。折合升价为：93#汽油上涨0.08元/
升，0#柴油上涨0.08元/升。

此次调整是今年成品油价格的第十
次上涨，也是最后一次。本次调价后，成都
93#汽油上调0.08元/升，上涨至6.39元/
升；97#汽油上调0.09元/升，上涨至6.89
元/升；0#车柴上调 0.08 元/升，上调至
6.05元/升。从油耗成本来看，以一辆月跑
2000公里、百公里耗油10L的小型私家车
为例，到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的半个月
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增加8元。

上个周期国际原油持续冲高后，本
周期内油价整体维持高位水平略有上
涨，进而导致本周期国内成品油价格的
上调。预计下一计价周期，国际原油整体
或呈震荡上涨走势。由此，下一计价周
期，即2017年1月12日24时，国内成品
油市场或面临搁浅或小幅上涨局面。

此外，考虑到减产协议对2017年上
半年原油市场存在的持续性提振作用，
若下半年减产协议能延续，预计明年油
价整体水平较今年有望出现10美元左
右的涨幅；若难以延续，不排除明年下
半年油价重返40美元区域的可能性。整
体看来，明年上半年，国内成品油调价
仍将以上调基调为主；而下半年，油价
波动或更为频繁。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