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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海欧：
新零售将在成都市场欣欣向荣

盒马鲜生成都大区总经理桑海
欧表示，站在商业角度看，消费者回
归理性的趋势十分明显。几年前因
为消费渠道比较单一，在成都只开一
家店也会成功；现在，消费者越来越
理性，生意不断下滑，让许多人认为
是消费分级的缘故，实际上，商家只
要跟上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消费
者自然会甘当“回头客”。

谈到盒马与成都的故事，桑海欧
分享到，从2018年进入成都到如今

“被本地化”，根据本地消费特征做事
尤其重要。成都人又有闲又有钱，还
有“丈母娘经济”、“火巴耳朵经济”，能
很好地和盒马的新餐饮理念相结
合。他认为，成都的年轻人特别多，
他们追求品质，追求效率，消费理念
是不一样的，因此新零售在成都将会
持续欣欣向荣。

郭力：
消费升级有很多“不可想象”

饿了么副总裁郭力在现场分享
了外卖同消费升级结合后的实践。
他认为，消费升级的标准或者定义是
有更多原来不能被满足的需求被满
足了，或者原来消费者都没有想过的
事情发生了，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
消费升级的过程。他举例说，在医院
的住院部，外卖配送员甚至可以把生
活用品直接送到床前，解决陪护问题。

现在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外卖业
务，看上去是订单量在快速上涨，背
后实际是在手机APP上下单买铅笔
等看似微不足道的订单。“这却是一
个消费升级的过程，是‘互联网科
技+商业’的大趋势下整体消费水平
往上推的过程。”

郭力还分享了几组关于成都的
数据，在全国所有城市里面，成都的

外国美食门店增长率高达56%，排
名全国排第二。SPA、KTV的消费
增长率，成都也名列全国排第二。在
这些数据方面，成都远超过了其他新
一线城市。

胡冠中：
消费习惯变化推动了行业进步

“我觉得所谓医美等新的表现形
式，是由于用户消费习惯的变化推动
了行业的进步和催化。”新氧科技

CMO胡冠中表示，并不存在消费升
级或者消费降级的说法，而是消费变
得多元化了。

一大批爱美，爱玩直播的成都姑
娘们存在，使得成都成为“医美之
都”。胡冠中在分享中透露：“不管从
消费人群还是人才结构，还有在这条
业务线上的合作伙伴，丰富的资源让
我都开始考虑想把新氧科技的第二
总部放在成都了。”

“颜值即生产力”，看脸的当下，
医美是一门公认的好生意。谈及互
联网医美的前景，胡冠中认为，互联

网医美的价值在于打破了信息的不
对称，让价格更透明。他认为，平台
接下来可以努力的方向是服务的标
准和透明化，在成都这个医美之都的
地方做试验，打个样。同时，让消费
者安安心心、明明白白地消费，是企
业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

郭雪晴：
“成都真的是宇宙中心”

作为本土新经济行业企业的代

表，极米科技市场增长副总裁郭雪晴
认为，现阶段，不能用升级或者降级
两极分化的尺子来看当前的消费变
化，而应该看整个社会环境，包括生
活、工作、学习的整个社会背景变化，
正是因为这样的变化，导致了目前消
费领域的变化。

具体到成都人的消费习惯，郭雪
晴认为，成都人敢消费，也爱消费。
成都这几年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为消
费市场吸引了非常多有价值的品牌，
极大地刺激了成都商业市场的活力，
也让生活在成都的人感受到更多便
利性和时尚性。“所以我在外面介绍
成都的时候，都会讲一句‘成都真的
是宇宙中心’。”

安显韬：
在线教育在成都有无限潜力

VIPKID在线青少儿英语区域
发展官安显韬在论坛分享中表示，整
个消费升级的过程呈现出一种多元
化的趋势。

对于每个家长来说，教育都是刚
需，花钱为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是诸
多家长的夙愿。享受着人口红利的
在线教育企业迎接着蓬勃生机，安显
韬表示，成都是一个非常能够留住人
的城市，在成都，在线教育有着无限
潜力的可能。

谈及个人对成都的印象，她提
到，成都的特别之处在于这是一个传
统与时尚结合的城市，太古里旁边就
是安安静静的大慈寺，外面就是时尚
的中心。“希望通过成都这个日益国
际化的都市，让新经济能够跟着城市
一起成长，让更多人通过新经济企业
感受成都，了解成都。”

大咖共话消费转型中的新经济：

推动消费分级趋势逐渐明朗
◎“成都人又有闲又有钱，还
有‘丈母娘经济’、‘火巴耳朵经
济’，新零售在成都将会持续
欣欣向荣。”

——盒马鲜生成都大区总
经理桑海欧

◎“颜值即生产力，互联网医
美的价值在于打破了信息的
不对称，让价格更透明。”

——新氧科技CMO胡冠中

精彩观点

许多人印象中，成都
人“有钱又有闲”，在“最适
宜新经济发展的城市”背
景下，其消费趋势背后展
现出哪些新现象？6月14
日，在“2019新经济大会”
上，来自“新消费”行业的
企业家们围绕“消费升级
时代下的新生活方式”发
表了各自的精彩观点，
CBNData 首席商业分析师
李湘主持了本环节。

对话中，企业大咖们
普遍认为，在新经济的背
景下，大家的生活工作学
习的社会大背景正发生变
化，推动消费分级趋势逐
渐明朗，消费正回归理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欧阳宏宇

赶在618前出栏
贴着数字科技的标签

“精气神100多栋山黑猪猪舍
中，均部署了基于AI、IoT和 SaaS
技术的京东农牧智能养殖解决方
案，其中包含神农大脑、神农物联
网设备、神农系统的相关系统和硬
件设备。”李佳隆介绍，这也是京东
农牧智能养殖解决方案首个实现
落地的养殖基地，目前已全部完成
部署。

与传统猪舍“脏乱差”的环境不
同，智能化改造过的猪舍遍布智能
养殖解决方案所独创的养殖巡检机
器人、饲喂机器人、3D农业级摄像头
等先进设备，在辅助人工养殖之余
也大大改善了养殖环境。

“神农大脑可以对收集到的猪
场环境参数进行统一管理和智能分
析，之后通过智能风机、智能增氧机
等智能化设备进行调节，保证养猪
场温度、湿度维持在适合生猪健康
生长的最佳状态。“李佳隆表示，大
数据的采集应用让猪养殖变得更加
专业。”在日常饲养方面，利用3D专
用农业级摄像头，“扫一眼”猪栏就
能知道猪的数量，以及猪的重量，整

个过程只有几秒，点数准确率为
100%，测重误差被大大控制。”

与此同时，猪舍中的24小时生
活管家——养殖巡检机器人，也在
巡逻监测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
可以精准捕捉每一头猪的相关数
据，比如为猪体温、猪进食量变化
等。孙延纯介绍，机器人的应用，大
大提高巡检的精确性的同时也降低
了人力成本。

创造新增长
数字科技助力供给侧

实际上，“AI鲜肉铺”是京东数
科助力农牧产业数字化的突出落地
成果，这项成果的背后体现了其以
数字科技助力供给侧、推进消费侧、
创造新增长所做的努力。

在供给侧，数字化升级是当前
农牧产业转型和创造新增长动能的
关键，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
了加快突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培
育农业科技创新力量，推动智慧农
业自主创新的要求。京东数科积极
响应政策号召，与实体产业共建，在
开放与共建的基础上，通过聚合数
据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

等前沿科技，不断发掘数据价值，以
数据技术服务农牧企业进行数字化
升级，帮助农牧企业实现降本增效，
并为整个产业创造新的增长曲线、
重塑产业增长方式。

在消费侧，民以食为天，人们对
安全、高质量、健康食品的日益增长
的诉求，与国内稍显落后的农业存
在着矛盾，以养殖产业为例，生产粗
放、养殖水平相对落后，养殖产品质
量参差不齐，无法满足消费者对于
质优价美食品产品的需求。京东数
科以数字科技助力农业的数字化升
级，实现了生产流程的现代化。数
字科技加持下的养殖业，把关AI猪
的每一步成长，实现好猪出好肉，生
产出让消费者更加满意的食品。

“AI鲜肉铺”上线引发的围观还
在继续，而借势618，AI猪肉背后的
黑科技也博得了更多关注，通过数
字科技搭载专业知识，对养殖场生
产全流程进行数字化改造，最终实
现行业各方的互惠共赢，共同去分
享产业成本降低、效率提升和终端
用户体验升级所带来的增量价值，
这也正是京东数科以数字科技推动

“产业×数字科技”融合的体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越熙

618前夕
奢侈品牌掀入驻京东潮

越来越多的奢侈品品牌愿意
信赖京东，选择和京东联手开拓
中国市场。特别是在今年 4 月以
来，能够明显感觉出京东迎来了
一股奢侈品入驻潮。

今年 4 月以来，包括斯沃琪
集团旗下核心品牌天梭表、法国
著名时装集团 SMCP 集团旗下巴
黎轻奢代表 Sandro、法式浪漫轻
奢代表 Maje、意大利时尚品牌
Moschino 以 及 旗 下 的
Moschino Underwear &
Swimwear 等 近 20 家 奢 侈 品 大
牌接连入驻京东。

而且，基本上大部分品牌都
是携新品或者独家限量款入驻
的，带给京东用户新潮，独特的
奢侈品购物体验。日前，京东还

开启了与奢侈品巨头 PRADA 集
团的合作，PRADA 集团旗下三
大主力品牌，Prada，Miu Miu，
Car Shoe 计划于京东 618 期间官
方入驻，并且同步上线 2019 秋冬
新品。

得益于这些优质奢侈品品牌
的入驻和新品的发售，京东夺得
了“中国本土奢侈品电商新品发
布指数”第一名。

奢侈品品牌看中的是京东
的服务能力。比如通过京尊达
服务，由穿着正装，戴白手套的

“京尊达”使者驾驶新能源汽车
将产品送至客户手中，为消费
者带来更优质的服务体验，能
够传递品牌的品质和尊贵感。

京东助力
奢侈品牌下沉市场淘金

要客研究院数据显示，虽然
一二线城市贡献了超过 60%的奢
侈品线上消费额，但三到六线城
市在销量增速上遥遥领先，具有
更大发展潜力，特别是奢侈品牌
没有开设门店的地区，空间巨大。

因此，京东这样的中国电商
平台对于奢侈品的重要价值体
现，不仅在于其庞大的流量可以
提升一二线城市的奢侈品线上销
量，更为关键的是，它可以覆盖奢
侈品门店无法触达的区域，让广
大地县级城市人群的奢侈品消费
需求得到释放，带给奢侈品品牌
更为广阔的市场拓展空间。

京东完善的智能物流体系使
得地县级城市的奢侈品消费需求
不断得到释放，为奢侈品市场开
发获取了新的增长空间，中高端
客群消费力量正在更广阔的地域
范围中不断崛起。

麦肯锡预测，未来十年内，中
国城市家庭中，中产阶级及富裕
阶级的占比将大幅提升，在 2022
年达到 81%。其中，来自三四线
城市的中等消费者，将成为占比
增幅最大的群体。相信以京东
为首的电商平台将携手奢侈品
品牌共同做大下沉市场份额，而

“小镇青年”的消费升级，未来也
会推动奢侈品消费市场在中国
不断壮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崔江

近日，在京东史上最大的
618促销期间，要客研究院发布
《中国奢侈品电商报告》显示，京
东荣登“奢侈品电商APP购物体
验排行榜”榜首，并“在中国本土
奢侈品电商新品发布指数”和

“中国奢侈品电商未来潜力榜”
上摘得桂冠。

获得好评的背后，除了京东
的服务有保障以外，也是各大奢
侈品品牌对京东的认可。在今
年京东618前夕，PRADA集团宣
布旗下三大品牌 Prada、Miu
Miu、Car Shoe 计划于京东618
期间官方入驻，同步上线的还有
其2019秋冬新品。要客研究院
院长周婷博士认为，“以京东为
代表的平台型奢侈品电商得以
快速崛起，并逐步成长为推动全
球奢侈品发展的重要力量。”

五位业界大咖共话消费转型中的新经济。

抢滩登陆618
京东数科首批AI猪肉面市

奢侈品掀起入驻京东热潮
京东618助力奢侈品牌下沉市场淘金

随着养殖业生产效
率低下的弊病暴露的越来
越明显，其中暗藏的市场
价值也被更多人所看重。
近几年京东数科等科技企
业开始布局AI养猪，随着
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
级，有关AI猪的答卷也被
陆续交出。

618前夕，京东数科
旗下京东农牧与吉林精气
神有机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孵化的首批AI养殖猪正
式出栏，在线上线下全渠
道联合上线“AI鲜肉铺”。
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京东农
牧副总李佳隆与精气神
CEO孙延纯，揭晓京东数
科利用数字科技推动农牧
产业数字化背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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