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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演艺中心首秀：
锤子科技发布新品

从“卖水人”到“引路者”
“WIFI先生”要把技术变成市场

相比仅供三五人聊天看剧的家用WIFI，
它容量更大；相比动辄上千的企业WIFI，它更
便宜——在家用与办公之间，有庞大的网络场
景，餐馆里聊天、咖啡厅里刷剧、电影院中发朋
友圈……这些，是商业WIFI的机遇与市场。

也是这些，让徐放改变人生方向。
徐放曾在迈普通信工作十年，带过数百人的

团队。2014年，他放弃稳定与高薪，在成都高新区
创立成都瑞小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博无
线”）。创业三年，他见证商用WIFI从无人涉足的蓝
海，到3000多家企业“搏杀”的红海；这三年，小博

无线搬家7次，从拿到千万融资敞开“烧钱”到裁
员，最终成为行业领先；三年里，他的团队无数次探
索商业模式，从开放软件资源的“卖水人”，到研发
销售一体的“生意人”；到如今，立足技术优势，目前
公司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商用WIFI平台，支撑了超
50万热点的稳定运行，集聚30多万商家资源，他要
打开让同行碰壁无数次的商业市场。

从企业高管到创业者
一顿饭拉来合作伙伴

在位于成都高新区的理想中心 16 楼，是
小博无线第7个家。放在3年前，徐放难以想象
这种“动荡”。

徐放是重庆人，2003年，从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专业毕业后，他顺利进入了迈普通信。到
2013年，他已经是项目高管，负责路由器研发，
带着一个数百人的团队。2013年，徐放以内部
创业的模式，成立团队专攻商业WIFI研发。

“比想象要复杂，比如销售模式、盈利模
式、服务模式。”徐放说，此前，迈普的业务主要
针对大企业，复制到商业WIFI领域，却失败了。

徐放并不甘心。“这依然是一个很好的市
场。”徐放想，5年后，总会有人用专业的WIFI

吧，于是辞职，开始创业之旅。
为了增强技术实力，徐放请自己的大学同

学、当时在一家外企做高管的刘国宏吃饭，试
图“听听老同学的意见”。没想到，他的想法打
动了刘国宏，刘国宏毅然从外企离职，放弃高
薪与稳定，出任了创业团队CTO。

从蓝海到红海
3000余家商业WIFI市场“搏杀”

创业初期几乎举步维艰。
“我们早了三年。”2014年，小博无线正式成

立。不过，团队却看不到客户在哪里——当时无论
是餐厅、咖啡馆还是宾馆，WIFI市场由家用WIFI
占据，再早两年，商业WIFI甚至没有正式名字。

找不到盈利模式，是困扰整个商业WIFI行
业的痛点。尤其是2014年，互联网产品“免费”风
行，商家没有承担费用的意识。2014年到2015年，
据不完全统计，涉足商业WIFI的企业有3000余
家，却没有任何一家找到可持续的盈利模式。

最终，徐放想到了开放，“既然我们并不追
求产品销售，只要让更多人使用我们的软件就
好了。”于是，2014年1月8日，徐放开放Rip-
pleOS固件下载。

从“烧钱”到裁员
创业新人拿到千万融资

一开始，徐放开放提供的只是固件，人们
需要购买特定型号的路由器自行刷机。这样做
不仅麻烦，而且很快市面上可刷机的路由器就
断货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徐放抱着试一试
的态度，在QQ群里开启了“拼单计划”。

这样“土办法”的拼单，连续持续了三次，徐
放先后定制了3千～4千台设备，邮寄给来自全
国各地的商家。最终，合作生产设备的厂商找上
门来。找上门来的还有投资商。2015年10月，徐放
在北京开会，只有一面之缘的美团一位副总找到
他，洽谈合作，最终，徐放拿到一笔千万元的融资。

“这一年，我做了一个错误决定。”千万融
资拿到之后，小博无线借鉴“美团模式”，铺开
地推模式，2个月内，公司规模扩张了4倍，从
一个小办公室，搬到了上千平米的大平层。

“很快，钱就烧光了。”2015 年底，徐放遇
到了最艰难的时刻，他一度想过将公司送出
去，只求让员工们安稳过下去，却未送出手。最
终，徐放选择裁员自救，在一个下雪的周五，他
喊回驻扎地市州的所有员工，吃了一顿散伙火
锅，裁员30余人。

从“卖水人”到“引路者”
开拓商业WIFI商业模式

2016年，微信公众号兴起，对许多微信公
众号来说，流量成为关键。WIFI登录会引入流
量，小博无线借助登录流量起死回生，一度占
据WIFI引流近一半市场。

不过，徐放并不满意这种模式，此前，无论
是开放RippleOS固件还是授权厂商，徐放都
更像是一个“卖水人”，如今，他想开拓基于技
术和服务本身的盈利模式，解决整个商业
WIFI的市场痛点。

目前公司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商用WIFI平台，
广泛应用于餐饮、商超、休闲娱乐、企业、宾馆等商
用场所，平台支撑了超55万热点的稳定运行，拥有
30多万商家用户，覆盖了国内所有地级城市以及
2800个县级行政区域，产品全面通过公安部的相
关安全认证，获取了安全产品销售资质。徐放也获
得行业评选“WIFI先生”称号。近期还获选了“2017
德勤-成都高新创新创业明日之星”。

“这些技术和资源，本身就可以产生盈利
模式。”今年开始，徐放开始生产自己的设备，
并由单一设备售卖，延伸至线下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摄影报道

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昨日召开
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于11月10日~
12 日在成都东郊记忆音乐公园举
行 2017 中国科幻大会和第四届中
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雨果奖得
主刘慈欣、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等
届时都将来到大会参与论坛并与科
幻迷对话。

成都被誉为“中国科幻之都”，
以科幻世界杂志社为核心，发掘、培
养出了刘慈欣、王晋康、何夕等一批
明星作家。记者从现场了解到，成都
将规划建设中国科幻城（中国科幻
产业园），大力发展科幻文化产业。
作为推动科幻产业发展的核心工
程，“科幻城”项目已经进行了大量
前期准备工作，项目初步选址为成
都市高新区空港新城，拟建设中国
科普科幻影视基地、中国科博场馆
研究设计中心、中国科普科幻传媒
基地等九大区域。

成都：当仁不让的“科幻第一城”

据四川省科协相关负责人介
绍，成都是中国当仁不让的“科幻第
一城”，最具科幻产业基础。由四川
科协主管主办的《科幻世界》杂志是
目前在中国乃至全球发行量最大、
最具影响力的科幻文学专业期刊，
使成都成为二十多年来国内唯一集
聚科幻人才之地和全球科幻盛会主
办城市之一。

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要
“激发文化创造，立城市之品”，要聚
集文创资源要求，构建文创产业集
聚区和文创产业带，打造一批重点
文创产业园区。“中国科幻城”（中国
科幻产业园）项目，完全契合成都市
产业发展相关规划。

2010年，四川省科协受中国科
协委托，完成了国内首部《中国科幻
产业发展研究课题报告》，并以此为
依据，提出在成都建设中国科幻城
（中国科幻产业园）的规划。2013
年，在中国科协支持下，四川省科协
和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在成都共同主

办了首届中国科幻产业论坛，启动
了中国科幻城项目。

2017年，作为推动科普科幻事
业、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
要的具体举措，省科协提出全面推
进中国科幻城项目。把“科幻”打造
成继古蜀文化、熊猫文化、文博资
源、川剧等四川特色文化之外的又
一充分展现中国想象、四川特色、成
都风格的标杆文化品牌。

科幻城要建影视基地等九大区域

中国科幻城项目已得到成都市
委市政府积极响应和支持。项目拟
用地1400亩，内容设置以“五维+两
翼”为原则，立足科幻产业链中的杂
志、图书、影视、游戏周边和主题公
园五个维度，向科普和教育两个密
切相关的方向辐射。

项目包括政府公益项目、半公
益文创项目和商业项目，以公益项
目为特色，半公益项目为主体，商业
项目为支撑。目前已经有意向的投
资机构包括全球一流的主题公园运
营/投 资 机 构 欧 洲 ActionPark（亚
太）集团、中建三局西部投资集团、
中铁房地产集团和科幻世界（知识
产权+资金）。

中国科幻城项目初步选址为成
都市高新区空港新城，拟建设中国科
普科幻影视基地、中国科博场馆研究
设计中心、中国科普科幻传媒基地、
中国科幻艺术馆、科幻文创孵化园、
科幻创意教育园区、四川自然科学博
物馆、未来人工智能动漫产业区、科
幻世界乐园等九大区域，涵盖科幻产
业各个环节，可吸引全国乃至全球科
幻产业项目聚集四川，形成品牌、人
才、技术、产品等方面的竞争优势。

该项目建成后将作为中国（成
都）国际科幻大会的永久场馆，将成
为具有产业集聚效应和特色的国家
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奠定成都作为

“中国科幻之都”的地位。将对成都
大力发展文创产业，增强西部文创
中心功能产生重要积极影响。

奠定“中国科幻之都”地位
中国科幻城落户成都 初步选址空港新城

本周五将开幕的中国科幻大会
是我国科幻领域唯一的国家级会
议，2016 年首次在北京举办。中国
（成都）国际科幻大会则是四川科学
技术协会主办的传统盛会，曾于
1991、1997、2007 年举行三届，极大
地提升了四川和成都在中国科幻界
的影响力。自2017年起，中国（成都）
国际科幻大会将升级为两年一度的
常设性科幻活动，永久落户成都。

2017中国科幻大会由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主办，四川省科学技术协
会、腾讯、中国科普作协、中国国际科
技交流中心承办；第四届中国（成都）

国际科幻大会由四川省科学技术协
会主办，成都市科学技术协会、科幻
世界杂志社、四川科技馆、四川电视
台、成都传媒集团承办。本次活动还
得到了成都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本届大会以“众创聚力、幻创未
来”为主题，包括中国的刘慈欣、王
晋康、何夕，日本的藤井太洋、美国
的克里斯托弗·赫夫、意大利的弗朗
西斯科·沃尔索等著名科幻大神都
将来到现场和科幻迷们互动。大会
期间还将举行第28届中国科幻“银
河奖”和“水滴奖”颁奖典礼等活动。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刘慈欣等科幻大咖齐聚
“银河奖”和“水滴奖”科幻大会现场颁奖

同步
播报

昨晚发布会现场，罗永浩调侃三星、苹果
等国际大牌的外观设计与坚果Pro2存在差距。
据介绍，坚果Pro2拥有三种配色，上一代经典
配色得以保留。正面边框非常窄，拥有极震撼
的屏占比。白色的手机面板只留下了一个孔，
听筒放到顶部边缘。坚果Pro2给人最大的惊喜
是将后置指纹和Logo整合了起来！不知道这样
的坚果Pro2是不是你的菜呢？

发布会除了坚果Pro 2外，还推出了畅呼

吸空气净化器，售价3499元。相比智能手机的
红海市场，空气净化器还只能算蓝海。

早在今年 1 月罗永浩就在微博上透露过
会发布空气净化器。为什么要做空气净化器？
在老罗看来，目前空气净化器存在着知名品
牌太贵，价格便宜的净化效果不好的局面，市
场中缺少的是高性价比的空气净化器产品。
此外，锤子还推出了畅呼吸防雾霾口罩，单价
9.9元。

成都商报作为西南唯一一家和“2017年锤子
新品发布会”合作直播的媒体，昨晚7时30分对发
布会进行了同步直播。此次直播在成都商报客户
端、成都商报官方微博、成都商报一直播、今日头
条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凤
凰新闻客户端、北京时间客户端等8大主流媒体直
播平台进行同步推送。截至发稿时，直播尚未结
束，就已取得超百万的点击量。

新媒体时代来临，传播方式、传播语境不断
变化。成都商报作为传统媒体，也在不断寻求改
变。直播作为内容产生的新形式，具有实时互动
的社交优点，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观看需求。

成都商报直播成立于2016年5月，是西南第一
家开启直播的媒体。超500个原创选题，直播间数量
累计超5000个，累计观看量上亿。

成都商报记者庞健摄影记者张士博

昨日，由成都市委、市政府确定并大力支持，由成都传媒集团负责倾力
打造的成都演艺中心首次公开亮相。昨晚，锤子科技在此举行了新品发布会
——全面屏新品：坚果Pro 2，以及空气净化器等新品。

成都演艺中心拥有1.2万座，以演艺为主，
兼具举办体育赛事功能的世界一流大型室内综
合场馆，是国内使用面积最大、室内最先进、功
能最全面、灵活度最高的演艺场馆之一。

据统计，2016年全年共有700余场演出活
动在成都举办，演出数量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与广州、深圳、杭州不相上下。成都演艺中心自
项目规划起就备受关注，其超大体量与香港红
磡体育馆、维也纳金色大厅等世界级艺术地标
相媲美。投入使用后，成都大魔方演艺中心将
能承接世界各种一线演艺资源在成都的重大
演出活动。成都市民将在家门口看到越来越多
的顶级音乐会、演唱会。

成都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成都演艺中心
外观就像一个流线型的“大碗”，相较周围的建
筑格外夺人眼球。外墙面大量不规则的蜂窝板

将其紧紧裹住，让昨晚参会的观众惊叹不已。
更令人惊艳的是，演艺中心内的舞台设

计，锤子科技掌门人罗永浩惊叹这是自己站上
过的最好最大的舞台。半环绕式无台口新型舞
台设计，看台可变换成满足演艺功能的扇形看
台，满足体育赛事的环形看台。

昨晚的发布会现场，记者发现舞台在场馆
顶端，位于扇形平面的核心，所有的座席拥有
良好的视线和声学条件。可以设想，当举行体
育比赛时，比赛场地位于场馆中区，利于多角
度、全方位地观赏比赛。

据了解，目前和成都演艺中心签约的项
目，档期已经排到明年1月，正在接洽的项目档
期也到了明年6月。成都演艺中心预计每年大
型文艺演出等活动不少于50场，还有近12场
公演。

锤子科技卖手机 也推出了净化器亮相

观众惊叹外观 罗永浩惊叹舞台亮相

成都演艺中心首秀直播点击量超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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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就像一个流线型的观就像一个流线型的““大碗大碗””。。

更令人惊艳的是更令人惊艳的是，，演艺中心内的舞台设计演艺中心内的舞台设计，，
锤子科技掌门人罗永浩惊叹这是自己站上过的锤子科技掌门人罗永浩惊叹这是自己站上过的
最好最大的舞台最好最大的舞台。。

昨晚，锤子科技掌门人罗永浩介绍新品，此刻舞台背景呈现的是成都演艺中心的外观造型

锤子科技掌门人罗永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