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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领衔O2O零售模式

2008年，苏宁提出“转型”概
念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进行一系
列自我变革。2009年苏宁易购正
式上线。2011年制定未来十年
“科技转型、智慧服务”战略。2013
年年初更名为“苏宁云商”，6月宣
布“双线同价”，9月开放平台“苏
宁云台”正式启动。经过一系列大
刀 阔 斧 的 改 革 ，2013 年 苏 宁
“O2O模式” 正式落地，其互联网
零售模式轮廓也日益清晰。

正在变身互联网零售的苏宁
云商如何描绘它的互联网路线
图？张近东解释，一体两翼互联网
路线图，“一体” 是指以互联网零
售为主体，“两翼” 则是指打造
O2O全渠道融合经营模式和线上
线下开放平台。

“互联网技术支撑下的O2O
模式将成现代零售业变革转型第
三次浪潮的根本性举措。”在张近
东看来，O2O是不可阻挡的消费
趋势， 唯有它才能让消费者体验
到“鱼和熊掌皆能得兼”的好处。

蓄势：双线同价扫清障碍

对苏宁来说， 实施真正O2O
购物模式的基础已经具备———以
“双线同价”的实际行动扫清了阻
挡O2O融合的最后障碍。 今年6
月8日， 苏宁宣布线上线下同价，
拉开了苏宁云商模式落地、 开启
O2O零售业态的序幕。

与单一的线下实体店模式或
传统网购模式相比，O2O模式是
强调线上线下融合、 多终端互动
的全渠道经营模式， 即“线上下

单，线下提货；线上比价，线下下
单；线下体验，线上购物”，更符合
消费者的真实意愿。当然，这也意
味着O2O模式的实现或者说高效
运作需要依靠线上与线下的“双
轮驱动”。

在这点上， 苏宁无疑占据优
势。 除了积累20多年的上亿客户
资源外， 苏宁还拥有包括遍布全
国的1600多家门店、 通达2000多
个区县的物流网络资源、5000多
个售后服务点。对此，商务部电子
商务专家委员会专家陈曙光指出
“与天猫等纯线上平台相比，苏宁
的O2O具有天然优势， 也走得更
彻底。”

出击：打造首届O2O购物节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股东

风便是抢占11月份消费旺季市场这
一时间节点的到来。近日，苏宁宣布
将于11月8日推出第一届O2O购物
节，其核心关键词为O2O，即打通线
上线下，推出无界同步购物模式。

“苏宁将以自身的1600多家门
店和苏宁易购为购物节主会场，展
开线上线下同步大力度促销， 全力
备战首届O2O购物节。”湖南苏宁云
商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苏宁O2O
购物节将是云商苏宁的检验之战，
是O2O模式的试水之战， 更是开启
行业新纪元的破局之战。

据了解，O2O购物节 “疯抢云
券”自10月28日起全面派送。苏宁还
将在节会期间举行“四天四夜，超级
0元购”、“双线无敌券， 满额即送”、
“购物抽免单大奖”、“爆款疯抢”等
一系列活动。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迪

传统零售业迎来第三次变革浪潮
探路者苏宁： 打造第一届O2O购物节，领衔电商改朝换代

… 热词解释

O2O即Online�To�Offline，即
将线下商务与互联网结合在一
起， 让互联网成为线下交易的前
台。 这样线下服务就可以用线上
来揽客， 消费者可以用线上来筛
选服务，还有成交可以在线结算，
很快达到规模。

传统零售业插上
互联网的翅膀，将飞向
何方？转型O2O，是下
一站。

一年前，O2O对
许多人来说还只是一
个陌生的英文字母与
数字的组合，如今它成
了电商大佬们争相追
捧的对象，亦极大地带
动了零售市场的繁荣。
作为先驱者的苏宁，无
疑是最早高歌改革、推
动O2O互联网零售模
式的传统零售商。

“移动互联网的井
喷式发展不仅给零售
业带来巨大的发展契
机，也带来零售业变革
第三次浪潮的来临，这
一浪潮趋势注定落在
O2O的模式上来。”苏
宁云商集团董事长张
近东曾如是说。走在这
股浪潮尖子上的苏宁，
将于11月8日正式启
动酝酿已久的“第一届
O2O购物节”，再次敢
为人先。

威龙全球首创高端移动储酒“神器”
近日，威龙正式推出“私享酒

窖” ，这款全球首创，专为爱酒人士
倾情打造的产品，集品质、功能、科
技、实用价值等特点于一身，使得家
庭也能享受到专属藏酒， 成为了广
大爱酒人士的争相追捧的对象，皆
以拥有私享酒窖为傲。

作为全球首创的专为普通家庭
打造的专业储酒产品，威龙“私享
酒窖” 创新仿生态的天然酒窖般存
储环境， 完全解决了葡萄酒在家中
储存的尴尬。据葡萄酒专家介绍，红
酒被形象地称为“睡美人” ，需要在
适宜的温度、湿度、光线、无异味的
环境中静静地呼吸，完成二次成长。

对于经历 30 多年葡萄酒产业
发展的威龙来说， 深谙存储空间对
于葡萄酒品质的意义， 经过数年的
研发，创造出了适用于家庭的“私
享酒窖”产品。 全自动控制恒温、恒

湿、防氧化、冷光源等高端葡萄酒窖
的储酒功能， 将原始酒窖完善的储
酒条件带到家里。

同时，还具备了智能出酒、数控
显示余量、 自动清洗等传统酒窖没
有的人性化设计，酒窖专业的配置、
艺术设计合一的空间感， 实现了众
多爱酒收藏者的“储酒梦” 。

“私享”意味专属、稀缺、珍贵，
同时，也伴随高端的专属会员服务。

据威龙的营销人员介绍说， 私享酒
窖产品为行业首创， 现已对全国市
场公开发售， 首批购买者随即可成
为威龙 VIP 会员， 可免费使用 50L
智能恒温橡木桶， 并享有免费定期
保养的服务。 并且对于二次订购的
会员给予更加优厚的回馈， 不仅能
够免费享受到威龙私藏臻品 5L 威
龙有机酒堡特级干红。

同时还可游览山东龙湖威龙国
际酒庄和 5A级景区蓬莱阁，体验有
机葡萄酒文化之旅与探寻八仙过海
的神仙踪迹。“威龙私享酒窖不但给
美酒一个舒适的‘家’ ，更让家增添
了高尚生活的气息。” 一位葡萄酒人
士如此总结，给予了积极评价。

数千年来葡萄酒离开酒窖难以
储存的难题被破解，“威龙私享酒
窖” 开启了移动储酒、私属体验的
全新时代。

多模变频智能恒温 谁与争锋

奥特朗重磅出击 意欲在热水器行业掀起“多模风暴”
8 月 21 日上午， 电热水器行

业的领导品牌奥特朗在广州召开
了规模盛大的 “2013 奥特朗 PI 系
统启动及新品上市发布会” ，会上，
奥特朗董事长冯俊向媒体展示了
最新的高端产品多模变频智能恒
温电热水器 HDSF727 及 PI 系统，
HDSF727 也是首次应用了奥特朗
PI系统的产品。

奥特朗的 PI 系统是采用盾牌
作为辅助图形，VI 颜色采用了深咖
啡色与浅咖啡色。 辅助图形与企业
ＶＩ 形象、产品设计相融合，形成
ＰＩ系统与ＶＩ系统的统一。

奥特朗研发出的多模电热水
器是指一台热水器拥有即热与速
热、智能三种模式，春、夏、秋三季

即开即热，冬季采用速热和智能两
种模式交替使用，短暂等待，即可
享受充沛热水。

与储水式比具有更小的体积、
更快的速度、更大的水量、更低的
能耗、更好的舒适度。 冯俊表示，
全新上市的 HDSF727，采用变频智
能恒温技术， 可以在 30-55℃内自
由设定出水温度，在有效热水输出
范围内，无论水压、电压、进水温度
如何变化，出水温度恒定，不需要
调节混水阀或配置外置恒温龙头，
开创了电热水器恒温先河。

在会上，奥特朗打出了“谁与争
锋”的口号，足以看出奥特朗对此次
新品的信心。 据悉，2009年，奥特朗
向国家标准委员会申请了起草、制定

多模（储水快热组合式）电热水器行
业标准的议案，获得批准。 2012年奥
特朗担任《储水快热组合式电热水
器》行业标准起草工作组组长，近几
年奥特朗也一直在积极推动行业标
准的制定。 变频智能恒温，引领行业
未来，彰显了奥特朗的技术实力。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所副总工程
师张亚晨在发布会上表示，多模电
热水器兼具即热式与储水式两类器
具特征的产品，最大限度的满足人
们洗浴等使用热水的基本需求；最
大限度的顾及到消费者家庭空间的
合理利用；最大限度的节省能源和
资源；最大限度的降低制造、运输、
安装和使用成本。 因此，多模电热
水器是利国利民的好产品。

雀巢咖啡Dolce� Gusto
多趣酷思胶囊咖啡机上市

10月 22日，雀巢咖啡在中国大陆
市场首次推出一款拥有个性设计的胶
囊咖啡机—雀巢咖啡 Dolce� Gusto� 多
趣酷思， 摩登质感的惊艳外形和色彩
缤纷的多口味研磨智能咖啡胶囊演绎
了风格与风味的完美结合。

此 次 发 布 的 雀 巢 咖 啡 Dolce�
Gusto 多趣酷思共推出三款机型———
未来感设计的 Circolo、 流线造型的
Melody 和轻巧可爱的 Genio。 六种风
味胶囊包括花式咖啡的拿铁玛奇朵和
卡布奇诺， 黑咖啡的美式浓黑和意式
浓缩以及风味饮品类的巧克力牛奶和
港式奶茶。

雀巢咖啡 Dolce� Gusto 多趣酷思
胶囊咖啡机采 Thermoblock 瞬间加热

技术，无须预热，只要把胶囊放进机器
中，轻轻一按，不到一分钟便可轻松制
作一杯美味饮品。 而搭配使用的智能
胶囊均自欧洲进口， 咖啡胶囊使用的
均是 100%研磨咖啡，牛奶胶囊则是以
来自法国高品质奶粉封入胶囊中。 随
着此款咖啡机在中国的推广， 未来将
会有更多胶囊风味陆续上市。

《2013亚太性行为和性满意度调研报告》
作为亚太地区覆盖地域最广的一

次性健康研究———2013亚太地区性行
为和性满意度调研报告于 9 月 25 日
在北京正式发布。

会上， 国际性医学会主席麦克马
洪博士和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候任
主任委员姜辉教授共同介绍并解读了
本次调研的结果。

会上麦克马洪博士和姜辉教授都
强调了夫妻或伴侣双方共同的性满意

度对于两性关系的重要性， 同时调研
结果也显示了在中国超过 70%的夫妻
或伴侣认同这一观点。因此会上，麦克
马洪博士和姜辉教授也再次呼吁大家
要“重视性健康问题” 。

本次调研历时半年，共有 3,567 人
参与，调研对象年龄在 18-45 岁之间，
男性和女性各占 50%，涉及中国、澳大
利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
坡、泰国等 9个亚太国家及地区。

奔驰宝马查处假冒配件及独立维修厂
自 9 月下旬以来， 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雨花分局先后两次对高桥汽
配市场进行突击检查，查获假冒“奔
驰” 、“宝马” 注册商标的汽车配件三
百多件，涉及空气格、机油格、空调格、
刹车片、火花塞等。

检查中， 工商执法人员发现嘉诚
奔宝汽配、鑫志强汽配、宝翔汽配、常

胜汽配及新中人汽配均有销售假冒
“奔驰” 、“宝马” 注册商标的汽车配
件。工商执法人员提醒广大奔驰、宝马
车主， 市面汽配店销售的配件鱼龙混
杂，独立修理厂也难免虚假宣传、鱼目
混珠， 最好还是前往授权服务商处进
行维修保养， 以免上当受骗， 损害车
辆，危害自身行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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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体验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