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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网络强国 服务社会民生

中国电信
助力蓉城生活更美好

千兆城市+智能宽带
畅享高品质信息化服务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要开展城市千兆宽带入户示
范。而在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
的助力下，2017年3月，成都已建
成全国首个千兆省会城市，实
现千兆网络全域覆盖，提前三
年完成“宽带中国”2020年战略
目标。

为让广大市民畅享信息化
建设成果，中国电信成都分公
司推出了集智能网络、智能平
台、智能终端、智能组网于一体
的智能宽带，实现了家庭、家
人、家电、家居之间的智能连
接。只需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控
制家电启动、窗帘开关、扫地机
器人工作甚至拨打电话等，还
可提供一键离家布防、燃气泄
漏报警等功能，智能生活一键
掌控。

企业上云+5G创新
推动提速降费惠企惠民

在提供高品质网络服务的
同时，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也
积极推动提速降费惠企惠民。
目前，成都的电信光纤宽带用
户平均资费降幅达91%，中小企
业互联网专线接入价格降幅达
67%，已为全市3000多家企业商
务光纤免费提速，电信光网用
户平均上网带宽全国领先。

中国电信“天翼云”成为成

都市第一批“企业上云”推荐平
台，以其“云网融合、安全可信、
专享定制”的优势成为广大企业
的首选。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为
各类企业提供云主机、桌面云、
云专线、云间高速等产品和云解
决方案，同时还有超过500名遍
布全市的专属客户经理，3500名
客户技术服务人员和超过100名
云服务支撑专家，为成都企业提
供各类一站式服务。

为助力成都5G产业高质量
融合发展，中国电信成都分公
司还与成都高新区打造5G产业
创新平台，与崇州市携手启动
5G乡村振兴等行动计划，全力
推进5G特色应用场景和标杆示
范应用快速落地实施。

智慧民生+现场体验
让市民融入智慧新生活

目前，中国电信成都分公
司已在成都实现多元化的智慧
民生服务：刷电信手机即可坐
公交、坐地铁；NB-IoT智能水
表给市民省心、省力、节水的生
活体验；与成华区共同打造智
慧社区，推进社区自治与综治
融合创新；推出iTV“电视政务
大厅”，开通电视医生网络问诊
通道，市民在家即可通过电信
电视iTV查询政务信息，并与省
人民医院的专家实时网络问
诊，预约特需专家门诊。

作为成都5G领军企业，中
国电信在成都建成全国最大规

模5G应用示范网，并率先推出
融入市民生活、融入城市管理、
融入产业发展的5G创新应用。
2018年12月，开放全国首条5G
精品环线和5G公交车的公众体
验，得到广大市民的点赞，“成
都5G走在前列，让民众切身体
会到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在
2018年跨年之夜，成功启用5G+
卫星交互式技术，为市民带来精
彩的跨年资讯，实现三地同台演
绎《成都》。2019年1月，将成都东
站建成全国首个5G火车站，携手
四川电视台实现全国首次5G直
播春运，并在春运首日与成都市
交管局联合发布全国首个5G智
慧交通创新应用。2019年元宵
节，实现5G+8K全球首航，为成
都建设中国5G创新名城和世界
文创名城开启新篇章。

为让广大市民零距离感受
5G，中国电信基于在成都建成
的全国首个运营商级的5G实验
室，2018年8月面向公众推出全
国首个5G体验厅，目前已有超
过2000名市民到体验厅了解5G
知识、体验5G VR等应用。

据悉，中国电信成都分公
司目前正聚焦成都产业发展、
智慧城市建设和智能生活，加
快探索和创新，以更好地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并创造更多的新经济应用场
景，为成都高质量发展提供新
动能，让城市变得更加智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庞健

“我是第一次在公交车上
看两会的电视直播节目。”在全
国两会期间，乘坐全国第一辆
5G公交车的成都市民，通过车
内的5G iTV和5G Wi-Fi收
看了2019年全国两会直播。

作为成都信息化建设主
力军和成都5G发展领军企
业，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发挥
央企担当，积极行动，以全国
一流的高品质网络和智能信
息服务，让广大市民畅享信息
新生活。

从便利到品质 消费需求在升级
提升品质 细化服务
打造精品电商

伴随着电商的发展伴随着电商的发展，，大到家具电器大到家具电器，，小到柴米油盐都能从网上一键购买回小到柴米油盐都能从网上一键购买回
家家，，其省事省心的便利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其省事省心的便利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电商平台崛起电商平台崛起，，消费者能够以更实消费者能够以更实
惠的价格买到消费品惠的价格买到消费品，，同时快递送货上门同时快递送货上门，，节约了购物时间节约了购物时间。。但越来越多的消费但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发现者发现，，网店的商品与实体店的商品看似一模一样网店的商品与实体店的商品看似一模一样，，拿到手上感觉却不同拿到手上感觉却不同。。在提在提
升便利性的同时升便利性的同时，，品质也成了大家的关注点品质也成了大家的关注点。。特别是伴随国内不少新中产阶级特别是伴随国内不少新中产阶级

和高净值人群的消费需求不断的攀升和高净值人群的消费需求不断的攀升，，该类人群更加注重该类人群更加注重
产品的质量产品的质量，，以及对生活品质的提升以及对生活品质的提升，，这两方面的因素也这两方面的因素也

就成为了影响其消费决策的重要参考标准就成为了影响其消费决策的重要参考标准。。消费需求消费需求
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对品质的认知也颠覆了传统的定对品质的认知也颠覆了传统的定
义义。。

在“消费升级“热潮中，女性已
经成为国民经济与消费市场中一股
不容忽视的力量。

日前，一份基于唯品会大数
据和艾瑞iClick网民调研数据的中
国中产女性消费报告出炉，报告
研究中产女性的人群特征、消费
行为及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口
红、防晒、美容仪、羊绒、母婴、有
品质的家居用品成为中国中产女
性的消费风口。同时，2018年迎来
了口红经济的爆发，中国中产女
性每人平均年入4支口红。2018
年，口红也首次进入3~6线城市美
妆类消费前十。

报告显示，中国中产女性消费
呈现五大趋势，对品牌最敏感，同时
也对价格最敏感；信息获取呈现碎
片化，但获取渠道固定化；女性自我
意识觉醒，消费更自主更悦己；购物
从有用到有品，阶层认同诉求强烈；

“无形消费”重投入，谈资比包包更
重要。

此外，理性消费也已经成为
中产女性的消费共识，但一二线
中产与小城中产理性消费的途径
存在差异，一二线中产女性9成以
上自主获取消费资讯，首先重视
品质再看性价比，呈现“精明消
费。而小城中产易受一二线城市
消费流行趋势影响，呈现“跟风式
消费升级”。口红经济在小城中产
间迅猛爆发，中产女性开始全面
抗衰老，防晒用品、营养品、美容
仪需求遍地开花。羊绒等舒适性、
保暖性商品需求旺盛。2018年，中
产女性换季购买服装的频次同比
成倍增长。

唯品会：

理性消费重视品质

根据亚马逊中国联合数字
100针对跨境网购消费者的调查
显示，近7成女性受访者表示经常
进行跨境网购消费，平均每月进
行多次跨境网购的女性受访者占
比高于男性，约5成女性受访者表
示其跨境网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取悦自己，并且热衷于选购美妆
和个护类产品。

随着女性消费者对海外正品
好物的关注与需求日趋高涨，亚马
逊也在其平台上呈现了更多的品
质好物。

亚马逊海外购销售数据显
示，服饰鞋包等时尚品类在近两
年展现了较大的销量增长潜力，
尤其是亚马逊海外购德国站点的
时尚品类2018年销量和订单量增

长均超过300%。今年，亚马逊海外
购时尚类选品持续扩容，全新引
进了逾135万选品，使得亚马逊海
外购的时尚选品总量超过1200
万。在今年春季上新的海量潮品
中，除了汇聚知名大牌，还特别挑
选了一系列小众精品及设计师品
牌，满足消费者日趋高涨的海外
正品好物需求。

对品质生活有要求的还有90
后。近日，洋码头发布的“海淘代际
消费指数”，揭示了70后、80后、90
后、00后的海淘消费特征。数据显
示，有一定经济基础的70后，海淘消
费也很“豪”，什么都爱买“爱马仕”；
处在事业上升期的80后，海淘消费
很精明，爱买轻奢包包，也爱囤货，
品质和性价比两不误；颜控90后，口
红消费力惊人，每人平均每年买

10.8只口红；作为“移动互联网”原
住民的00后，下单最果断，AJ、su-
preme等潮牌是他们最爱。

互联网不断变迁，用户需求和
消费形态也在不断变化，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愿意通过直播了解海外商
品并快速下单。而海淘直播的兴起，
用户在中古首饰、服饰、箱包、美妆
等类型海外商品的购买频次也大幅
增加。

如果说电商平台在完善产品、
提升产品质量上体现他们的品质服
务，那么苏宁从服务网点进居民楼
到无人快递车进小区，更是用一种
适应现在社会发展的方式来做出品
质服务。

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曾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创了中国空调
行业专业自营服务的先河，自1991
年起，便成立了一支上百人的专业
自营服务队伍，专门从事空调送货、
安装、维修、保养等全系列售后服
务。到1993年，苏宁在南京就有300
多人的专业服务队伍，这在当时的
业内绝无仅有，开创了中国家电行

业专业自营服务的先河。
1994年，张近东又成立了专门

的售后服务部门，开始了由工程部
向售后服务部的全方位转型。由于
用户需求量特别大，后来，张近东将
服务网点开到了居民楼。“以骑自行
车到客户家半个小时为半径，使工
人花在路途上的时间得以减少，进
入居民社区，贴近用户。”20多年前，
将服务网点开进居民楼的这一即时
服务标准，在2018年苏宁智慧零售
大开发战略中，仍能找到踪迹。

3月31日在全国40多城同天开
业的苏宁小店，被张近东定性为“用
户体验优于利润”。

亚马逊： 海外正品好物需求日趋高涨

洋码头：
90后口红消费力惊人 海淘直播受青睐

苏宁：
从服务网点进居民楼 到无人快递车进小区

去年底获B轮2亿美元融资
公司估值22亿美元

瑞幸咖啡由原神州优车集团
COO钱治亚创建，瑞幸咖啡2018
年1月初开始试营业，5月8日后转
入正式营业。截至去年12月31日，
瑞幸咖啡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武汉、成都、西安等22个城市布
局超过2073家，其中包括1897家实
体门店，176家外卖厨房。销售咖啡
杯量8968万杯，成为国内第二大连
锁咖啡品牌。瑞幸咖啡公司称，在
所有开业城市实现5分钟核心区域
全面覆盖，自提比例从2018年4月
份的35％增长到12月底的61％。

截至去年12月31日，瑞幸咖啡
外送订单平均完成时间降至16分
43秒，“30分钟慢必赔”超时率降低
至0.4%，用户满意度达到99.6%，三
个月复购率大于50％。截至去年12
月12日，瑞幸咖啡获得B轮2亿美元
融资，公司估值22亿美元。

无限场景战略
重新定义新零售咖啡

去年8月1日，瑞幸咖啡宣布
进军轻食市场。去年5月，瑞幸咖
啡 品 牌 发 布 战 略“ 无 限 场 景
（Any Moment）”，发布会上，创
始人兼CEO钱治亚分析了当前
中国咖啡消费价格高、购买不便
的行业痛点，公布了瑞幸咖啡“做
每个人都喝得起、喝得到的好咖啡”
的品牌愿景和“新零售专业咖啡运
营商”的公司定位，希望应用新零售

模式，实现产品、价格、便利性的均
衡融合，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一个高
性价比、购买方便的咖啡选择。

相较于传统咖啡品牌的“社
交空间”，瑞幸咖啡更强调在移动
互联网时代满足客户各种场景的
需求。根据该战略，瑞幸咖啡将开
设不同类型的门店来满足用户多
元化的场景需求。其中，有满足用
户线下社交需求的旗舰店和悠享
店，也有快速自提、服务商务人群
的快取店，还有满足客户外送需
求的外卖厨房店。更有跨行业联
合主题店，例如故宫店、奔驰大厦
店、冯唐主题店等。通过差异化的
门店布局，瑞幸咖啡将实现对消
费者日常生活和工作各种需求场
景的全方位覆盖。

牵手腾讯微信小程序
瑞幸咖啡智慧零售提速

去年9月，腾讯与瑞幸咖啡宣
布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发挥各
自优势，联手探索大数据、移动互
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线下场
景的应用转化与微信小程序的智
能化营销，助力建设瑞幸咖啡

“智慧零售”解决方案。
腾讯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

合服务提供商之一，微信是全球
第一大互联网社交平台。双方将
从“线上连接助力、智慧门店创
新、自助点餐与外卖服务、大数据
应用”四方面展开合作，助力打造
新数字化运营与创新消费体验。

微信月活跃用户数已超过10

亿，瑞幸咖啡借力微信，通过不同
流量渠道进行精准营销与社交传
播，提升用户触达能力；在智慧门
店创新方面，双方将打破传统空间
和业态边界，共同探索微信和人工
智能等技术的应用结合，提升门店
经营效率，提供新鲜的消费体验；

同时，针对门店点餐、外卖等
场景，双方将以日活跃用户超过
两亿的小程序为基础，通过自助
点餐与外卖服务，提升门店服务
效率，并助力商家聚合自由流量；

最后，双方将在大数据应用
上展开合作，将商家订单数据与
腾讯大数据结合，在保证商家与
用户隐私的前提下，实现千人千
面的精准营销，精准口味推荐等
数据分析及应用能力。

腾讯微信支付运营中心副总
经理雷茂锋表示：“随着咖啡成为
当下年轻人喜爱的热门饮品，咖
啡行业从业者越来越多。此次与瑞
幸咖啡达成战略合作，希望通过流
量、技术、场景以及经营管理的多
方面助力，共同建立起良好的行业
生态，为用户打造‘智慧零售’的全
新生活方式。”瑞幸咖啡联合创始
人、首席营销官杨飞称，瑞幸咖啡
将联合腾讯微信，打造线上支付引
流、购买配送，线下自提、售后会员
服务等完整的消费生态闭环。“与
腾讯的战略合作，将有助于瑞幸现
有’智慧运营系统’的迭代升级，更
好实现智能派单、智能订货、智能
品控和智能营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沛

用时一年多，成长为新零售咖啡“小巨人”

瑞幸咖啡今年将
再开2500家门店

起步才一年多的瑞幸咖啡正在加速扩起步才一年多的瑞幸咖啡正在加速扩
张张，，而这个新零售咖啡领域的准独角兽企而这个新零售咖啡领域的准独角兽企
业悄然间也成为最具人气的新零售品牌业悄然间也成为最具人气的新零售品牌。。
在写字间里下午茶时间在写字间里下午茶时间，，白领们打开手机白领们打开手机
APPAPP下单下单，，人手一杯的小鹿角标示咖啡似人手一杯的小鹿角标示咖啡似
乎成为一种标配乎成为一种标配。。

今年今年11月月，，在瑞幸咖啡在瑞幸咖啡20192019年战略沟通年战略沟通
会上会上，，创始人钱治亚宣布创始人钱治亚宣布，，20192019年瑞幸咖啡年瑞幸咖啡
将再新开将再新开25002500家门店家门店，，年底总门店数量超年底总门店数量超
过过45004500家家。。战略目标是成为中国最大的连战略目标是成为中国最大的连
锁咖啡品牌锁咖啡品牌。。

在“零售即服务”的战略方向下，京
东集团正全力推进从“科技零售”向“零
售+零售科技”的转型升级。成立伊始，
京东就投入大量资源开发完善可靠、能
够不断升级、以应用服务为核心的自有
技术平台，从而驱动各类业务的成长。

以往，生产商生产什么，消费者就
只能买什么，处于被动的地位。随着互
联网、大数据的深入应用，个性化定
制、反向定制正在成为一种潮流。2018
年9月，京东推出家电“新物种”——
京品家电。这是京东通过大数据平台
进行前端数据分析，全面了解消费者
的购物需求，集成了品牌方和京东的
所有优势资源。所有产品都由品牌厂
商直接供货给京东平台独有的大规模

定制模式，保证了其成本优势。
11·11全球好物节期间，已经上

线的63个家电品牌的44个品类、超
过200款京品家电，受到了消费者的
热情追捧，整体销售额高达10月的
3.5倍。12·12当天，京品家电继续受
到消费者的热情追捧，其销售额已
经占到京东家电整体销售额的近
10%，成为增长最迅猛的家电“新势
力”，也显示出市场对个性化、品质
化的专供优选家电商品日益增长的
旺盛需求。京东零售子集团CEO徐
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京东还会加
大定制化商品的开发，并联合地方
家电连锁，增加线下市场的触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郭晶晶

京东：
服务消费者 做最了解消费者的专属“买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