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骁龙855“首发”陷罗生门

产能依旧是共同痛点
2月20日，小米发布了最新旗舰

机小米9，这也是小米在香港上市后，
发布的第一款主序列号队列中的新
品。

小米9的产品策略依然延续了性
价比路线，高通骁龙855处理器也成
了其一大卖点。然而高通这颗最新
的CPU，到底是由哪家手机厂商首发
的已经陷入了罗生门。

2018年 12月，联想在发布Z5s
时宣布将推出Z5 Pro GT版，并在今
年1月底出货了一批搭载高通骁龙
855芯片的Z5 Pro GT版手机，从时
间上来说，联想的这款产品的确是市
面上第一个使用高通最新一代芯片
的手机。

因为首批出货量并不大，联想搭
载骁龙855的手机更像是为了争夺
骁龙855处理器首发权的一个试验
性产品，发售至今出货量极小，且长
期处于无货状态也说明了这一点。

小米召开的小米9发布会上，小
米董事长雷军强调小米9是全球首

款搭载骁龙855处理器的量产手机。
作为小米的投资方之一，高通对

外宣传的口径中，小米9也的确是被
当作搭载骁龙855处理器的第一款
手机展示的。目前高通中国官网上
关于骁龙855设备的介绍栏里，只有
小米9一款产品。

小米9发布后的次日，三星也发
布了旗舰机S10系列，同样使用了高
通骁龙855处理器。

不论骁龙 855 芯片的“首发机
型”是哪一款，目前这些使用骁龙855
处理器的手机都面临着严峻的产能
不足问题。

雷军甚至发微博表示，小米9如
果首月出货不足百万台，他就亲自去
工厂拧螺丝。

而小米总裁林斌也表示，小米的
缺货问题，本质还是内部的流程和管
理上缺乏经验造成的。林斌说，小米
已经启动了周末内部培训会，各业务
主管认真学习先进的流程和管理经
验，希望能逐步提升团队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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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手机市场进入存量竞争阶段
此消彼长成常态

2019年2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
MWC（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众多手机厂商公
布了多款形态各异的新机，折叠屏手机成为
了社交网络上消费者热议的对象。

折叠屏手机等新形态产品的集中亮相，
透露着手机厂商们在出货量下滑的背景下，
试图通过特异性产品破局，进而脱离成熟市
场目前的存量竞争圈。

3月11日，京东大数
据研究院发布《2018国货
奶粉消费趋势报告》显
示，在京东平台上，国货
奶粉销售额的年复合增
长率达60%，高于整体奶
粉品类。值得关注的是，
超高端国货奶粉销售额
的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90%，得到快速成长。

同时，国货奶粉的消
费者呈现出理性的特点，
会高度关注商品的评价
信息。在2018年京东平
台母婴奶粉品类TOP20
评价关键词中，品牌、品
质、注重体验感的关键词
占比接近80%。

国货奶粉快速增长
消费信心提振

2019年开年，各家奶
粉企业纷纷定下2019年
的销售目标，上调 2019
年销售目标的背后正预
示着国货奶粉的市场潜
力增大，消费者对国货奶
粉的消费信心正在回升。

从 2016 年 至 2018
年京东平台奶粉整体、国
货奶粉、六大品牌奶粉的
年复合增长率对比来看，
国货奶粉的年复合增长
率高于奶粉整体的年复
合增长率，同时以伊利、
飞鹤、君乐宝、贝因美、圣
元、完达山为代表的国货
奶粉品牌的年复合增长
率表现则更加亮眼，以销
售额维度为例，国货奶粉
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60%，高于全站奶粉整体
水平，同时六大品牌的年
复合增长率则达到了
68%。

国货奶粉中，超高端
型的商品则更受消费者
青睐。报告显示，2016年

至 2018 年，京东平台超
高端型国货奶粉的销售
额、订单量和用户数的年
复合增长率都超过了
90%。

对此，京东认为，超
高端国货奶粉销售规模
的扩大主要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更多年轻
群体进入到母婴市场，消
费理念从单纯信赖进口
开始转向对品质的理性
要求；第二个因素是“消
费升级”，有更多的既有
国货奶粉消费者转向购
买高值商品，这些都让国
货奶粉甚至整体婴幼儿
奶粉市场朝着品质化、高
端化的方向发展。

年轻妈妈关注
品牌品质与体验

从2016年至2018年
京东平台国货奶粉消费人
群年龄段、收入类型、性别
的占比变化来看，20至35
岁人群、中高收入人群及
女性消费者群体的占比都
在逐年提升。

同时，国货奶粉的消
费者呈现出理性的特点，
会高度关注商品的评价信
息。另从2018年京东平
台母婴奶粉品类TOP20
评价关键词来看，品牌、品
质、注重体验感的关键词
占比接近80%，其次为物
流及价格相关。

地域消费上则体现出
广东、北京、江苏国货奶粉
购买力强，河南、山东潜力
大的特点，另从各城市等
级2018年国货奶粉购买
用户数来看，二线及以下
城市同比2016年用户数
增幅都在90%左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崔江

孵化全新的子品牌，是近年来国内手
机厂商们都在进行的操作。

除了早年华为衍生出的荣耀、小米推
出的红米、魅族推出的魅蓝等“副牌”不
同，2018年开始，国内手机的头部厂商在
酝酿孵化新的子品牌。

小米孵化的新品牌黑鲨手机主打游戏
体验，努比亚孵化的红魔定位也类似。而
vivo刚刚孵化出的iQOO虽然没有直接将
自己定义为游戏或者电竞手机，但在硬件
上的疯狂“堆料”，以及直接取代自家的
X23成为2019《王者荣耀》KPL春季赛的
官方比赛用机，已足以说明iQOO也在往
电竞及游戏体验的产品侧重路线上靠拢。

OPPO最近也公布了将于4月10日
发布全新子品牌 RENO 的消息，结合
OPPO副总裁沈义人在微博上对“性价比”
话题的言论来看，OPPO这个全新子品牌
瞄准高端定位的可能性较大。

众多厂商推出子品牌往中高端路线
走，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内手机市场人口红
利消失，总体出货量下滑的背景。

随着高端手机的定价越来越高，以及全

面屏、折叠屏等异形屏标准的不断出现，消
费者的换机频率以及欲望正在逐步降低。
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19年2月国内手机市
场运营分析报告显示，2月国内手机市场总
体出货量为1451.1万部，同比下降19.9%。

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的下降，意味着
新兴消费群体已经几乎被开发殆尽，智能
手机基本完成了普及，中国的手机市场从
增量市场进入了存量市场，各品牌的市场
占有率进入了此消彼长的竞争状态：A品
牌多卖出一台手机，可能就直接导致B品
牌少卖出一台手机。

对于各厂商而言，手机出货量的增减
还联系着其生态用户的增长和流失，各家
旗下的耳机、智能音箱、智能手环甚至其
他同品牌的智能家居产品都会引起连锁
反应。

这时各厂商开始发力创造新品牌，既
可以提升利润空间，也有助于增加用户对
品牌的忠诚度。

折叠屏手机还未上市，新品牌百家争鸣，
2019年的中国手机市场格局，将变得格外精
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蔡世奇

手机厂商纷纷孵化子品牌

瞄准中高端成共识

京东发布《2018国货奶粉消费趋势报告》

国货奶粉增速亮眼
消费信心增强

与国家战略和行业大势相契合，
京东在理念和组织架构上也在不断进
化。“消费者购买的不仅仅是商品本
身，还包括服务以及对平台、对品牌的
信任。这使得京东零售子集团在生意
链条方面从‘商品’向‘商品+服务’转
变。”京东零售子集团轮值CEO徐雷
表示。

一直以来，京东以优质的商品和
服务不断收获用户的信赖，在服务领
域多次开创行业先河。以售后政策

为例，京东于2018年推出“自营放心
购”服务。“自营放心购”包含了送装
一体、闪电退款、上门换新等在内的
多项基础服务，以及精准对标用户需
求的配送延时补贴、发货延时补贴、
优鲜赔、宠物尝新、随心换、亮点换
新、以换代修等数十项特色服务，覆
盖了售前选购、售中送装、售后退换
等用户网购的全购物环节和多应用
场景。

比如客户在选购带有“以换代修”

标识的自营商品时，如商品超过三包
规定的换货周期，但仍在保修期内符
合免费维修范畴且符合相应要求，那
么客户可以在线提交售后申请，审核
通过后京东将安排人员在上门取件的
同时为客户更换新品。

“闪电退款”则是京东针对以往消
费者在电商平台“退款难”的问题，根
据智能算法模型为消费者提供的一项
先退款再退货的智能服务，从提交申
请起，退款最快11秒即可到账。

如果把中国经济比作一棵参天大
树，制造业就是树根和躯干，是经济发
展和国家安全的根本；服务业则是繁
茂的枝叶，没有它大树难以蓬勃生长，
终将沦为枯木。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提出，促进先
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京
东作为在技术、数据、金融、物流等服务
领域都具有优势的企业，除了在消费端

提供极致的服务体验，也在不断用零售
基础设施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以西南水泥为例，这家公司水泥
产能约为1亿吨，生产过程中需要用
到的各类工业品非常多，要通过众多
供货商进行采购，采购压力非常大。
针对这类问题，京东企业业务部通过
整合品牌资源，发挥技术优势，将水泥
企业需要的几千种低值易耗物资，通
过一站式智能采购解决方案提供给西

南水泥。通过京东“一键采购”服务，
西南水泥从下单到收货仅用36小时，
综合采购成本降低了20%，这在以往
的线下采购中是难以想象的。

目前，在华世界500强中已有超
80%的企业选择了与京东企业业务部
进行合作，采用京东智能采购解决方
案进行供应链管理，实现了成本降低、
效率提升，加速了智能化转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崔江

服务所有消费者
从“商品”向“商品+服务”转变

服务全球企业
在华世界500强80%使用京东企业服务

零售从“商品”向“商品+服务”转变
解读“中国服务”的京东样本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服务”，并将它与“中国制造”并列——提
升产品和服务品质，让更多国内外用户选择中国制造、中国服务。政府工作报告还
提到一个数字：去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60%，这表明服务业对中国
经济持续繁荣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作为中国领先的技术驱动型电商和零售基础设施服务商，京东近年来积极响应
国家战略，在科技的驱动下不断助推服务消费的升级，助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融合发展，向全球用户提供优质的“商品+服务”。

制图 高翔

京东以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收获用户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