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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网购市场
今年占比将超20%

艾瑞最新发布的市场调研数据

显示，今年第三季度，中国网购市场

中手机品类的季度销售额达 143 亿

元，其中 B2C 平台手机销售额占比

超 70%，成为手机零售的主流渠道。

王笑松认为，今年手机在网购市场

的增长超出预期。“去年网购市场已

经增长很快，很多厂家认为今年增

速可能有所下降，没想到今年整个

网购市场的增长速度和去年基本持

平。而整体手机市场是萎缩的，所以

网络销售超出了预期。”他说。

王笑松预计，今年手机网购市

场占比将超过 20%。他分析说，在第

三季度中国网络购物市场，手机销

售额已经接近150亿元，这还只限于

B2C平台。乐观估计，今年手机市场

整体规模有望达到 4000 亿元。如果

第三季度手机在 B2C 平台 150 亿元

的销售额是一个平均值，全年就是

600 亿元，占 4000 亿元总量的 15%。

再加上 B2B 平台的规模，预计今年

手机网购市场占比将超过20%，达到

20%~22%。

除了依然保持高速增长外，手

机网购市场还呈现出品牌集中度

低、中端机型受青睐等特点。根据报

告，B2C 网络平台的手机销售均价

在 1200 元左右，其中京东销售的

30.4%的手机价格在 1000 元~2000

元，22.2%的手机价格在 2000 元~

3000元。王笑松说，这表明京东手机

的主流消费者是对产品性能和价格

都有一定要求的中端用户，更追求

符合自身个性化需求的高品质产

品。他还指出，线上销售品牌集中度

相对较低。以B2C平台为例，销售品

牌达到 250 个左右，品牌非常多，华

为、小米、苹果和三星的市场占比排

在前四。其中华为在中国市场发展

速度非常快，这一变化也会逐渐在

线下显现出来。

根据艾瑞发布的调研数据，在

所有 B2C 网站中，京东手机销量占

比已经达到53%。王笑松总结出京东

领先竞争对手的四大优势：一是

JD Phone计划对业务的推进，目前

京东已与诺基亚、华为、努比亚、酷

派等众多厂商展开合作；二是与三

大运营商的深入合作为自身带来全

方位提升，实现了渠道商和运营商

的资源优势互补；三是虚拟运营商

业务启动，进一步丰富和保障了用

户权益；四是京东领先于行业的售

后服务，不断提升用户购物体验。

虚拟运营商盲目发展
对用户而言是灾难

今年5月，京东正式启动虚拟运

营商业务，致力于为手机用户提供

手机卡选购、极速发卡、线上营业厅

等一体化服务。王笑松告诉记者，开

展移动转售业务让京东从一个单纯

的运营商业务提供者晋升为一个服

务的提供者。

王笑松解释说：“你入网成为京

东的虚拟运营商用户，我们的服务

才刚刚开始，未来你要办任何业务，

如开通国际漫游、增加流量、选择套

餐等都要和销售商产生关联，而销

售商所有的利润将都来自于后续对

用户的经营。”从单纯的电商平台转

化为经营服务平台，对于缺少线下

支撑的京东来说恐怕并不容易。但

据王笑松介绍，京东要做的就是把

线下这些服务完全放到线上来实

现，比如选号、办理套餐等可以在互

联网上实现，甚至补卡都可以通过

京东的自提点配送人员完成，让用

户从购买到售后全流程足不出户。

今年虚拟运营商业务启动以

来，受到不少厂商热捧，但到目前为

止，此项业务仍没有取得规模化发

展。对此，王笑松认为：“虚拟运营商

雷声大雨点小，这其实是正常的。万

事开头难，虚拟运营商是全新的业

务，发展初期一定会有很多坎坷，尤

其是他的上游是传统的国企，或者

说央企，他们做出这种改变要经过

缓慢的过程。”他说，“但从长远来

看，我仍然非常看好虚拟运营商业

务。消费者有这方面需求，国家在政

策上支持，因此这只是时间问题。目

前，虚拟运营商在上线初期已经克

服了很多困难，举个例子，新的 170

号段很多短信平台认证不了，漫游

号段也需要接入，这中间还有很多

环节、很多问题没解决，如果此时大

规模发展，反而是灾难。”

11月11日电商大促
京东将出狠招

对于即将到来的 11 月 11 日电

商大促，王笑松表示，京东从 9 月份

就着手准备，今年将为厂商提供更

多促销资源，给用户提供更丰富的

产品和服务，保证价格低于竞争对

手，还要叠加更多服务。

据悉，京东将联合众多国内外

手机品牌，采用多种具有吸引力的

促销手段，届时将设立 JD Phone

专场，进行不限量发放，另外还有

iPhone5s、三星 S5、努比亚大牛 2 等

多款产品“11 元秒杀”，以及包括

LG G3 国际版、华为荣耀畅玩版

4X 在内的 11 款独家“爆品”限时抢

购活动。促销期间，京东还将继续实

施30天价保政策。

在王笑松看来，电商大促活动

不应该只在某一天，它应该是一个

长期的活动，零售平台一定要持续

为用户创造价值，而不是只在某一

天为用户创造价值。

手机网购市场持续增长

京东能否继续领跑
经过 9 个多月的长跑，联想

终于在10月30日正式将摩托罗
拉移动娶进家门。在当晚的媒体
沟通会上，联想集团CEO杨元庆
细数着此次收购的成果，包括“摩
托罗拉品牌，丰富的产品组合，
3500 名移动领域经验丰富的员
工，还有其与全球各地运营商、渠
道商紧密的合作关系……”收购
完成后，联想凭借2560万部的出
货量及8.7%的市场份额（包括摩
托罗拉）成为全球第三大智能手
机厂商，仅次于三星和苹果。

在杨元庆看来，“想哥”和“罗
拉”的这段姻缘“恰逢其时，双方
在发展战略上高度匹配，彼此优
势也充分互补”。收购完成后，联
想将实施双品牌战略，在北美、西
欧及日本等成熟市场，摩托罗拉
仍将作为主打品牌，而在东欧、中
东、东南亚等地区，联想将主打其
与摩托罗拉双品牌。另外，在产
品设计和研发上，双方将保持一
定的独立性，但在供应链和销售
渠道上，二者又将实现全面协
同。显然，扩大市场规模等同于
降低成本，且联想和摩托罗拉可
以在全球市场共享零售渠道、运

营商渠道、PC渠道等联合销售智能
手机。这样来看，“想哥”和“罗拉”
的这桩婚事堪称双赢。

不过，铺在联想和摩托罗拉眼
前的这条联姻之路也并非一片坦
途。牵手之后的摩托罗拉能否咸鱼
翻身？联想借此布局的全球化之梦
究竟有多大胜算？尚不得而知。

先说专利。此次完成对摩托罗拉
的收购，联想能从摩托罗拉移动近2
万项专利中获得2000 多项，还包括
大量专利交叉授权协议。但很明显，
绝大部分专利资源仍握在谷歌手里。
而联想获得的这2000项专利是不是
核心层、主要应用在哪些方面并未公
开。对联想来说，专利的最大价值就
是拓展全球市场。而摩托罗拉在北
美、拉美地区排名前三，在欧洲市场
也占有不少份额，这正是联想亟待打
开的窗口。联想急切的心情由此可见
一斑。而这些专利的含金量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摩托罗拉这张出海的船
票到底有多大分量。

再说赢利。虽然联想表示要在
收购后的4~6个季度内让摩托罗拉
扭亏为赢，但这恐怕并不容易。此
前对IBM的收购，联想经过近10年
才实现了 PC 业的全球梦。而有着
同样海外并购经历的TCL和阿尔卡
特，也花费了5年时间去维持稳定和

增长。被谷歌收至麾下的摩托罗
拉早已走在下坡路上，这两年更经
历了被大幅裁员、削减终端产品的
厄运，在过去 2 年多时间里，摩托
罗拉的亏损额累计达 28 亿美元。
且对于让摩托罗拉重返中国这个
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联想也
尚未制定好明确的时间表。对联
想而言，背上这个包袱并不轻松。

最后说产品。联想今年在智
能手机市场表现缺少亮点，相对于
紧随其后的华为、小米而言，联想
旗舰产品的出货量和影响力都稍
逊一筹，且在 4G 市场鲜有斩获。
Strategy Analytics 市场监测数据
显示，联想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年
均增长率从 2013 年第三季度的
74%下降至今年第三季度的 30%。
而摩托罗拉在谷歌身边就开始大
幅缩减终端产品，今年第三季度的
出货量仅约为联想的一半，且尚未
将产品转移到4G上。对于联想和
摩托罗拉而言，能否尽快推出让消
费者青睐的产品至关重要。

这样来看，“想哥”和“罗拉”的
前路仍充满未知。但考虑到联想
历史上毕竟有过鲸吞IBM的案例，
且历经近 10 年最终坐上全球 PC
老大的交椅。因此，这桩同样以资
本换市场的婚事仍然令人期待。

联想摩托联姻前景尚待观察
终端观察

珞彤

微观点

@Lonelytravel007：这 是 绝
对划算的一次收购，且不提摩托拥
有的大量基础专利，单从去年第四
季度到现在，摩托就靠 MOTO
G、X、E、D系列手机在北美和拉
美市场将份额由9%提升到16%，自
身已接近赢利。再结合双方渠道和
供应链资源，双赢是必然的。另
外，成功收购IBM的经验也很重
要，中国企业并购外企成功的极

少，但联想是特例。
@飞象网项立刚：联想为什

么收购摩托？1.品牌价值，毕竟
摩托曾是很强的品牌；2.研发能
力，摩托有很多研发积累；3.知
识产权；4.海外市场，联想要进
入美国市场，将面临复杂检测，
而摩托已在世界多国市场有资
质；5.高端品牌形象，把摩托打
造成高端品牌，形成多品牌布局。

@x_project：继 IBM 笔 记 本
之后，又将出现一个被联想“玩”坏
的好品牌。以手机的发展速度，最
多两年就会淹死。谷歌收购摩托
时有近 1.7 万多项在手专利，还有
7000 多项在申请专利。收购后谷
歌对摩托什么动作都没有，可见其
目的。如今到联想手里，专利只有
2000 多项了。摩托的做工无可厚
非，但却难以摆脱被看衰的命运。

互联网企业的跨界紧逼正使

传统家电厂商在产品研发和制造、

渠道及商业模式上面临巨大冲击。

2013年年底率先开启家庭互联网

战略的长虹，半年时间内便先后推

出了 CHiQ 电视、CHiQ 冰箱及

CHiQ空调三大系列产品。在获得

无数用户“点赞”的同时，CHiQ智

能家族的软实力也为家电厂商的

智能化转型树立了典范。

根植于传统制造业的长虹，

如何实现从硬实力向软实力的快

速自我迭代？这主要得益于近年

来长虹运用信息化着力打造的智

能技术平台、智能制造平台和智

能交易平台三大平台的协同优

势。如今，这三大平台也正在为长

虹聚焦智慧小区视角下的智慧家

庭，构建“软件+硬件+内容+服

务+人”的家庭互联网产业布局，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研发软实力

击中消费者痛点

很多父母都有过这样的烦

恼：宝宝睡觉时经常踢被子，轻则

受凉，重则感冒发烧，因为传统的

“傻瓜”空调只会制冷制热，并不

能随时识别出宝宝的状态并将温

湿度调节到最佳状态。然而随着

长虹 CHiQ 空调的诞生，拥有一

台具备儿童监护模式的空调已不

再是梦想。事实上，不论是可以扔

掉遥控器的 CHiQ 电视，拥有云

图像识别技术的 CHiQ 冰箱，还

是以“软件+场景模式”重新定义

的 CHiQ 空调，都是长虹基于海

量用户痛点分析后，利用智能技

术平台的强大研发实力实现的。

以 CHiQ 空调为例，长虹空

调公司智能总监李昱兵告诉《中

国电子报》记者，长虹CHiQ空调

本质上实现了两大转变，一是由硬件

定义空调向软件定义空调转变；二是

从用户需求角度出发，通过多种应用

场景模式而不是纯粹的功能来满足用

户需求。

“通过信息化手段收集到用户的

需求信息，再结合我们对于人体舒适

度的研究而得到模型，就可以确定响

应模式，得到设备控制逻辑的算法。而

结合应用模式，再通过软件的变化匹

配，就突破了传统的‘硬件+功能’的产

品定势，实现‘软件+模式’的跨越。”李

昱兵说。可见，在这一过程中，软件不

但将用户参数和需求软件化，更将用

户适度软件模式化，可以说，软件才是

让这些感应数据更懂用户的核心。

随着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硬件

产品极致化和应用软件快速迭代对产

品研发提出更高要求，如何打造以效

率为中心的软件能力平台成为传统家

电厂商智能化转型面临的难题。在长

虹，目前支撑 CHiQ 智能技术研发的

平台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研发团队，二

是产品机制下的产品经理负责制。不

仅如此，长虹在内部还专门成立了一

个软件与服务中心，为公司所有业务

提供软件研发的支撑和快速响应，这

不仅是CHiQ系列智能产品的研发主

体，也是公司智能战略的支撑。

智能制造交易

实现定制化

互联网模式下消费者需求是个性

化的，而传统制造业大规模、标准化的

生产模式显然难以满足用户需求。例

如通过ChiQ产品的预约订购平台，用

户不仅可以选择CHiQ电视的开机画

面，还可以根据需求对CHiQ空调的8

大场景模式进行自由组合和搭配。

“为此，长虹以个性化定制为主

线，以产品模块化设计为基础，通过

生产信息化系统改造、自动化设备改

造、供应链整合优化等实现了前后端

制造高度协同，打造了专业化的智能

制造平台。”李昱兵说。据了解，

智能制造在长虹并不仅仅只是

“无人工厂”的概念，而是通过以

用户为导向的信息化建设，打破

用户、消费者及企业之间的界限，

以支持大规模、可定制为目标，重

构生产体系。

而在这一新的制造模式下，

原有的营销体系及运营也都受

到了挑战。为此，长虹专门建立

了以 O2O 平台为核心的智能交

易平台。“通过整合电商、物流、

售后、用户交互等资源，智能交

易平台可以实现产品体验、交易

手段、客户反馈等基础服务，快

速实现最后一公里配送。”李昱

兵说。不仅如此，智能交易平台

还能在物流、售后、实体店、交易

支付等方面提供良好的用户体

验，提高用户粘度。

长虹对 ChiQ 实行产品经理

负责制，产品经理全权负责产品定

义、研发和运营，三大平台作为赋

能组织，为产品经理所带领的团队

提供能力支持。这三大平台的协同

配合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到ChiQ

产品能否对用户需求做出快速响

应。李昱兵告诉记者，长虹在制定

互联网战略之初，就明确了“全公

司无条件执行，不执行就下课”的

强硬要求。而为了尽快理顺三大平

台的工作流程，为产品经理提供支

撑，长虹还实行了所谓的“一号工

程”，即由董事长赵勇亲自介入，从

用户痛点研究、产品定义着手，对

每一个流程节点进行优化。可以

说，正是“一号工程”的强力推动，

成就了今天的ChiQ系列产品。

据李昱兵透露，未来随着长

虹三大平台协同程度的进一步提

高，消费者从订购到收到 ChiQ

产品的时间，将有望从过去的 2

个多月缩短为不足 1 个月。而随

着长虹家庭互联网产业布局走向

纵深，这一平台还将诞生更多更

接地气的ChiQ产品。

三大平台协同“服软”成就智能时代必杀技
——解码长虹CHiQ硬件的软实力

本报记者 刘梦洁

“在第三季度手机网购市场，京东无论是销售额还是销售量在整个B2C网站当中都遥遥领
先，销售量占比已超过50%。”京东集团副总裁王笑松近日在接受《中国电子报》等记者采访时表
示。在他看来，京在在手机网购市场领先对手主要有四大优势，包括JD Phone计划对业务的推
进、与三大运营商的深入合作、虚拟运营商业务的开展以及售后服务的支撑。

本报记者 丹璐

本报讯 根据捷孚凯（GfK 中

国）最新发布的全国手机零售市场

监测数据，今年 9 月，手机市场零售

量达3299万台，环比下降2.4%，同比

下降 8.8%。其中，3500 元以上的高

端机市场表现乏力，市场份额已经

连续9个月下跌。

9月份，3500元以上的手机市场

零 售 量 约 为 202 万 台 ，同 比 下 降

32.1%，市场份额仅为 6.1%。目前，

国产手机厂商在3500元以上的高端

市场还没有比较有影响力的产品上

市，而国外厂商的高端旗舰产品因

其差异化的缩小、技术及体验未能

有实质性突破而无法刺激更大的市

场需求。

在运营商市场，随着三大电信运

营商的政策纷纷向4G倾斜，更多厂商

加入4G阵营。9月份，4G手机的零售

量达到1067万台，环比上升28.1%，全

年累计零售量达到3863万台。其中，

中国移动的4G战略走在其他两家运

营商前面。9月份，在中国移动的合

约机中，4G手机占比达到73.4%，按照

其下半年3000万台3G、7000万台4G

的销售目标来看，下个季度，中国移动

将进一步清理3G产品的库存。可以

预见，4G将加速替换3G。

捷孚凯（GfK 中国）对全国平板

电脑零售市场的监测数据显示，今

年9月，我国平板电脑市场零售量约

为 169 万部，环比下降 7.5%，同比下

降1.7%。这也是国内平板电脑零售

市场首次出现同比负增长。其中，

线上与线下市场较 8 月相比均有所

下降。9月，平板电脑在线市场的零

售量约为61万部，环比下降5.0%；线

下市场的零售量约为 95 万台，环比

下降9.1%。

GfK 分析认为，平板电脑行业

在经过一个爆炸性的急速扩张阶

段后稍稍降温是市场发展的正常

趋势，也是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

的必经阶段。值得关注的是 3G/

4G 平板电脑及搭载英特尔芯片的

平板电脑，它们未来的持续发展及

行业细分趋势或将促进该市场进一

步扩张。 （文 编）

GfK：9月手机高端市场表现乏力 平板现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