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先锋

国内首个虚拟现实
研究院落户湖南

最前沿的虚拟现实技术从
美国来到湖南，随着它在学习、
娱乐和商业中的广泛应用，将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一样的变
化。11月5日， 湖南虚拟现实世
界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在长沙举
行虚拟现实+战略发布会，宣布
国内首个虚拟现实研究院落户
长沙高新区。

据了解， 所谓虚拟现实技

术， 就是用计算机生成逼真的
三维视、听、嗅觉等感觉，使人
作为参与者通过适当装置，自
然地对虚拟世界进行体验和交
互作用。 是人们通过计算机对
复杂数据进行可视化操作与交
互的一种全新方式， 与传统的
人机界面以及流行的视窗操作
相比， 虚拟现实在技术思想上
有了质的飞跃。

湖南虚拟现实世界智能技
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忠理透
露， 公司年底前还将在长沙市
主要商业中心内建设4个虚拟
现实技术文娱体验馆， 市民可
通过佩戴由该公司研发的装备
眼镜， 领略到该项技术带来的
乐趣。 体验馆将免费向市民开
放，并力争3年内覆盖各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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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新中产消费元年”、“社群经济大行其道”、“可穿戴技术方兴未艾”……

吴晓波“预见”，那些新风向到底说啥
2016年有可能会发

生什么， 是一个极端不
确定的事情。 现在理论
上讲没有人知道。 但是
可能在经济领域里面，
有一些事情是继往开来
的， 在过去几年里面已
经累积了很多事实，我
们从逻辑角度来说，有
可能在2016年会出现某
一些经济形态、 商业模
式和盈利的机会， 这些
东西可能在今年， 如果
在一年最后简单做一些
总结， 很可能对即将到
来的2016年有一些小小
帮助。

———吴晓波

12月13日晚，财经作家吴
晓波创办的自媒体“吴晓波频
道”在上海举办“年终秀”活动。

预见2016，吴晓波在这一演
讲环节中，提出了自己对于2016
年商业生态的几大预见， 包括
“2016年是中国新中产消费的元
年”、“社群经济大行其道”、“可穿
戴技术方兴未艾”等。

2016：
新中产消费元年

演讲摘要：2015年， 吴晓
波频道做过的最冒险的一件
事， 就是反屌丝和反对屌丝经
济。消费升级的可能性，是因为
在需求端出现了亿级中产消费
阶层，2016年将是新中产消费
的元年。

数据：中产阶级达1亿 吴晓
波的判断基于10月份瑞信发布
的一个数据，当今中国有成熟购
买能力的消费者是8亿人，其中6
亿人是屌丝， 另外2亿人中的一
大半， 也就是1亿以上属于中产
阶级。这些人是在最近几年才渐
渐成为了中国主流消费的人群。

概念解读：这也就是说，新
中产的出现， 将是中国消费市
场未来发展的风向之一。 什么
是新中产？新中产与收入无关，
也与职业无关， 更多的是一种
生活态度和消费习惯， 他们是
“享受生活，注重品质、理性消
费”的一群人。

【画像】
“月花4000元就是新中产”

阿里巴巴中国零售平台数
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被列为
最高等级的天猫T4会员，数量
已超过800万， 他们在淘宝、天
猫月均消费额超过4000元。在
这场饕餮盛宴中，“天猫T4会
员” 被外界看作是中国新一代
中产阶级的缩影。

“新中产理财注重合理收益”

专注于消费金融的互联网
金融平台美利金融指出， 新中
产是理性消费者， 他们比较相
信品质，不太相信价廉物美。就
连理财方式，也与屌丝理财、大
妈理财不同，更追求合理、稳定
的收益。

【声音】
“伺候中产群可有讲究”

清华大学EMBA总裁班讲
师史光起曾撰文称： 对一个聪
明、智慧的中产消费族群而言，
想让他们花“大头钱”是很困难
的。 细分市场后所提供的细分
商品一定要具有顾客想要的价
值，否则，中产消费者与大众消
费者都不会购买。

演讲摘要：中国经历了三
个大的经济型态的演进，从计
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
经济，如今可能出现了新的型
态。社群经济的崛起，这可能
是2016年即将开始的非常重
要的事件。

判断依据： 吴晓波指出，
从计划经济到1980年代的商
品经济， 是劳动效率的提高。
1992年以后搞市场经济，是通
过大规模的市场营销运动来
获得利润，在互联网前时代它
是一个商品通过营销找到人
的过程，而即将到来的社群经
济是从人到物的过程。

概念解读：什么叫社群经
济？吴晓波称，社群经济在现
场我们有一千人，在全国有一
百万人， 这群人聚集起来以
后，我们再来问自己需要一个
什么商品。

马化腾说未来的互联网
是什么，左边内容，右边连接，
我愿意在中间加一个东西，叫
做价值观。社群就是因为价值
观而有了区隔群，当这些价值
观被确认之后会出现无数的
商业模式。 社群经济就等于
“圈层+电商”， 这样的概念在
几年前根本没有出现，因为整

个支付、 商业模式没有形成。
所以，2016年将看到的非常重
要的事情是，社群经济将成为
一种新的看上去每一个都非
常小而美的商业实验。

【声音】
“社群力量推送品牌再造”

透过现象看本质，小米现
象本质上是互联网时代的经
济学现象，一切动能来自于社
群，社群的力量推送着企业的
变革和品牌的再造，企业和品
牌社群化正在成为下一个热
潮。 微博、 微信让企业家、官
员、年轻人、创业者都感受到
了互联网的力量和魔力，社群
经济成为改变中国未来的新
经济模式。

“做好定位避免乌合之众”

社群的本质是一群志同
道合的人的聚焦，核心是价值
运营，如何提供大家趋之若鹜
地输出价值，是衡量一个社群
的关键，一群人聚集起来之后
可能是乌合之众，也可能做成
大事，最重要的是和什么人一
起干什么，运营新社群首先面
临的是社群定位问题。

社群经济将大行其道

演讲摘要： 互联网经济很长
时间被叫做虚拟经济， 但今年互
联网经济已经不再是虚拟经济，
它首先冲击的是购物， 然后冲击
了服务，再接着冲击了金融，最后
冲击了实体经济。 互联网非常鲜
明的、 阶段性的对整个产业经济
形成了碾压， 并将从一个虚拟经
济变成一个新的实体经济。 我们
在2016年会看到硬件革命。

判断依据：吴晓波表示，今年
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企业在进行硬
件革命这方面的实验。 移动应用
会大规模地丰富， 可穿戴设备在
2016年、2017年的某一个时间点
以某种方式最终改变了我们所有
的商业生态。

概念解读： 可穿戴设备像一
阵风一样吹进了人们的生活。围
绕此概念的产品和话题如雨后春
笋一样冒了出来。 可穿戴设备的
宗旨是帮助人们通过改变或改善
个人习惯， 来使自己生活得更健
康 (广义的健康包括心理和生理
的，狭义的健康只指生理)。

【声音】
“可穿戴市场规模可达228亿”

2015年，伴随Apple�Watch的
正式上市， 预计中国智能可穿戴
设备市场规模将会达到135.6亿

人民币，2016年市场规模将会增
加到228亿以上。根据中国可穿戴
计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CWCISA） 产业研究院的分析，
中国智能可穿戴设备市场在2014
年的规模为22亿元人民币。

“5年内大都有可穿戴设备”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指
出，在未来5年中，大部分人都会
有可穿戴设备。 而且都可以把相
应的应用和软件移植到手机里
面， 有很多的人将通过手机相关
的应用去把这样的信息和客户或
者医生进行沟通， 这是未来的一
种发展趋势。 可穿戴设备和医院
的数据结合起来， 将会对整个医
疗体系产生重大的变革， 目前这
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可穿戴设备引发伦理之争”

专家指出， 在人类历史上，每
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技术革新都会
引发新的伦理讨论，出现新的道德
准则。显然目前基于大数据所引发
的隐私伦理也处于讨论的风口，随
之而来的可穿戴设备伦理问题随
着设备的普及也正在发酵，其核心
就在于可穿戴设备将人的生命体
态特征进行了数据化。

可穿戴技术方兴未艾

■本报记者综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