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告摘要： 

 小米雷军访谈主要内容。1、目前整个小米手机出货量近 1700 万，MIUI
是 2000 万，米聊是 1300 万。2、小米的最重要的创新是“铁人三项”，

把软件、硬件、互联网全部溶为一个主体。3、智能手机的体系结构到今

天已经稳定，包括触摸屏、CPU、GPU 这，未来各种创新的主要是跟传

感器、设备连接性、 O2O 服务的连接性、社交关系的连接性相关。电

池和显示屏技术突破相对较难。4、移动互联网刚刚开始，未来还会有很

多机会。在战术层面，在巨头的生态链里面去寻找自己的定位很重要，

在巨头的生态链系统，也能找到生存空间。5、可穿戴设备还有很多问题

有待解决，包括电池的功耗、芯片技术等，可穿戴的难题是整个产业链

还没有真正成熟。 
 艾瑞曹军波解读中国电商发展趋势。1、增速转折在 2012 年，从最高 100%

的下降到 30%-40%，主因占比 70%的 C2C 的增速下降。2、B2C 的增速

依然保持 100%，整个电子商务网络购物零售业态里面出现了结构化的转

型。3、由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服务的出现，中国网络零售业的增

速会被进一步释放，2013 年到 2016 年的电商增速会上调。移动互联网

占网络交易额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8.6%。4、阿里集团贡献巨大。今年中

国网络购物规模将超过美国，整个 1.3 万亿的零售额中，1 万亿来自阿里

集团。5、渗透率有进一步提升空间，三四线城市有机会，物流条件弱，

最近阿里、京东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5、电商将颠覆零售生态链，先是

零售商，接下来是代理商，这是未来整个中国电商从品牌制造、到分销、

到零售、再到终端消费者等等整个的链条重构的过程。 12 年，零售跌

幅 12%，在全部行业中倒数第 4，子行业无一上涨；13 年 1 月-4 月，跌

幅 6%，排倒数第 5。PE 估值及相对 A 股溢价率系统性下降始于 2010 年，

目前零售行业动态 PE18X，较 A 股整体估值溢价率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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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 -10.39% 24.91% 17.31% 8.92% 1.60% 2.56% 

百货 19.24% 6.77% 11.00% 10.03% 4.19% 4.70% 

珠宝 1.80% 31.53% 22.29% 29.61% 3.67% 3.15% 

商业物业 14.69% 14.96% 11.34% 18.87% 17.26% 17.19% 

家电 -56.06% -23.53% 13.62% 14.17% 1.5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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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会纪要 

陈炫如  商贸零售 

一、小米雷军访谈 

（1）红米改变消费者对千元机印象 

做红米是要改变普通老百姓对千元机的看法，因为这样的机器相当于去年旗舰机的水平，

它的屏幕是 4.7 寸视网膜屏，由台湾友达所提供；CPU 是四核 1.5G 的，是去年旗舰级的水平；

相机是三星 OV 的，质量也很好。功耗没有问题，用一天肯定足够，1G 内存偏小，4G 的 ROM

也略小。但 799 做到这样已经很了不起。 

（2）小米和红米的定位差异 

主业肯定是小米品牌，小米品牌会继续坚持用全球一线供应商的东西，坚持高性能和高

性价比，不管发烧友人群有多大，我认为我自己首先要把小米品牌做好。 

第二，做红米我们坚持是高体验和高性价比，够用、适用、能用即可，炫技的东西会少。

红米品牌主要面对大众，所以在这款手机设计的时候跟小米的设计理念差别较大。有批评说

这个手机不是全贴合的，全贴合最直接的好处是关机的时候屏幕全是黑的，即把触摸屏和显

示屏贴在一起。而这恰恰是两个品牌的差异化定位。 

（3）做好红米产品，不会拉低小米品牌 

红米发布之后，很多同行、评论家、分析师关注是否会拉低小米。其实只要一个产品好，

就会有品牌，就会有美誉度。如果产品不好，再怎么定位都无法成功。这款产品远远超出预

期。所以，只要是好产品，就能够提升小米品牌，如果它不是，就一定把品牌搞砸了。 

（4）建立铁人三项生态系统 

小米的最重要的创新是“铁人三项”，就是我们把软件、硬件、互联网全部溶为一个主

体，我觉得“铁人三项”的循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完全给大家展示出来，可能还需要两年。

两年后大家回想我们过去五年的工作，可能觉得这套模式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今天的

当务之急是把这个模型完全跑顺畅，所以这点是很重要的。可能大家没有从产业的角度看，

这种模式的效率很高。 

小米去年 9 月份开始做 MIUI 上的生态系统，在今年 4 月份发布 MIUI V5 时跟生态面、

内容相关的各个入口都在 MIUI 上都已经非常完善。如应用商店、游戏中心、主题市场、音

乐、视频、图书、浏览器，这几个模块都全部具备。而且我们在每一个生态链相关的领域里

面都处在市场前沿。尽管小米只卖了一千六七百万部手机，可是在应用后台的时候，小米都

是在苹果和三星之后最大的手机品牌。这是因为小米卖的全是高性能手机，上网的活跃度特

别高。很多的开发者都选择小米手机。 

小米对整个手机上的生态系统非常在意，不仅仅是商业模式决定的，首先是用户体验决

定的。在今天的 Android 手机上，你用任何一款 Android 手机你都会发现非常费电，大家经

常指着手机厂商，这个电池不够大，我们原来做2000毫安，不够大做2500，2500不够做3000，

等等没有尽头。大家知道其实 iPhone 的电池很小，iPhone5 的电池大概是 1400 毫安，问题

出在什么地方呢？在于 Android 是个开放的系统，而 IOS 是一个管制严格的系统。因为 IOS

管的很严，整个生态系统比较健康；Android 比较开放，有个别的同志们经常捣乱，比如说

常驻后台启动，同时屏幕弹出悬浮窗口，再加偷流量，顺便弹广告。所以，我在做生态系统

的时候，我说我们系统能不能安静一点，能不能不要不停的吆喝，用过小米手机的应该都知

道，其实小米的这些系统没有任何一个弹出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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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整个互联网行业在投资者的压力下，或者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下，

搞一些假数字。如为了达到日活跃，本来不需要弹出的就开始弹出，因为一常驻就有日活跃

月活跃，这些东西完全不考虑用户体验。大部分大厂做的应用也是这样，手机上常驻直接带

来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耗电，第二个占位置，第三个耗流量，完全没有必要。我认为这

是一个不健康的生态。怎么让大家恢复到健康生态呢？只有一个这么干，大家就会跟随，弄

的整个系统很乱。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在考虑小米生态的时候，我希望小米生态是在 Android

的开放生态的大范畴里面，是一个比较约束的，比较安静的，用户体验比较好的一个生态。 

（5）下一个创新点应该在社交关系的连接性 

智能手机特别像电脑，如果说智能手机的体系结构，到今天已经告一段落了，它就是触

摸屏、CPU、GPU 这些东西。它的大的结构到现在已经稳定了，下面各种各样方式创新的主要

是跟传感器，跟各个设备的连接性，还有跟 O2O 服务的连接性，跟社交关系的连接性，我估

计大家的创新可能是在这些领域。当然，我们也非常期待在一些尖端技术上的突破，比如说

电池技术，比如说显示屏技术。其实全球最尖端的科技，大家在做各种各样很有趣的尝试。

但是，它离真正的量产还有一定的距离。 

（6）可穿戴设备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试用过很多，光手盘试用过 10 个以上，谷歌的产品我试过，跟我想象的一样。我在没

用之前挺好奇，担心它的实际的使用体验，我用完以后，是不太想买，认为不实用。可穿戴

的设备需要整个产业链一起配合，要解决的问题很复杂。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电池的功耗的

问题，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几个小时就需要充电就不行，如蓝牙，就经常要充电。很多人在谈

论智能手表，智能手表最大的压力在于电池、支不支持 wifi、支不支持蓝牙、支不支持电话，

这些都很耗电；还有怎么把芯片这个东西做的足够小，放在手表里比较舒服。所以，今天最

大的可穿戴的难题是整个产业链还没有真正成熟。比如芯片，真正大规模商用可能还要假以

时日。 

（7）移动互联网仍孕育机遇 

移动互联网才刚刚开始，尽管竞争激烈，这个行业如果用十年的长度来看，也就是做了

两三年，我觉得未来还会有很多机会。我们回顾互联网发展的十多年，初期三大门户，后来

涌现了盛大巨人，再后来出现了三大巨头，我每一波都有机会。其实整个移动互联网还是一

个创新不断的行业，大家对未来都充满信心，这是我提的第一个建议。 

  第二在战术层面上，我觉得在巨头的生态链里面去寻找自己的定位，怎么利用他们

的资源成长壮大很重要。比如说淘宝，你要用另外一个淘宝跟淘宝竞争，我觉得还不如把一

个内部的淘宝店做成行业第一，可能更有机会。所以，我的第二个建议就是在巨头的生态链

系统，其实你也能找到生存空间。 

  第三、你还得研究一下哪些是在巨头的射程，去研究哪些机会，哪些点是他们忽略

的，或者他们做不到的。其实这样的机会还是蛮多的。大家回想一下可能 YY 应该是在腾讯

上面，但是 YY 也发展成一个大公司。如果一出门撞在铁板上，只能怪运气不好。所以，创

业要夜观星象，即看清行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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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电子商务发展趋势解读 

艾瑞咨询集团研究院院长兼首席分析师 曹军波 
（1） 增速转折在 2012 年。 

整个增长的关键点是从 2012 年开始，从最高 100%的增速下降到 30%-40%，最核心的原

因在于 C2C 的增速下降，因为 C2C 占比超过 60%（将近 70%），而增速下降到 30%左右，所以

把整个规模降下来。 

（2） 网购出现结构化转型。 

B2C 的增速依然保持 100%，整个电子商务网络购物零售业态里面出现了结构化的转型，

从以前的 C2C 的核心变成 B2C 的核心。C2C 的成熟并不代表 B2C 的成熟，B2C 仍然处于高速

增长发展的时期。网络零售业中 B2C 的占比，Q2 达到了 36.1%，这个占比会快速突破 50%。

未来 1年到 2年，随着物流的提升 B2C 占网络零售占比会迅速的提升。 

（3） 移动互联网带来网购新思路 

在 B2C 的增速里面加入了新的条件和新的变量——移动互联网。在这个业态下，对电子

商务的定义有了新的理解。由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服务的出现，中国网络零售业的增

速会被进一步释放，2013 年到 2016 年的增速会上调。移动互联网占网络交易额的占比已经

达到了 8.6%。手机端和移动端购物用户启动次数和访问次数占到 26-30%。所有网络的增量

更多的是来自于中西部城市，因为他们渴望电子商务的汇集，因为物流的原因，导致他们还

没有实现。一方面对于一线城市维护老客户，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新客户的获

取。如果在这两方面做的比较有效率，在未来对电子商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4） 阿里集团贡献巨大 

今年中国网络购物规模将超过美国，很大的贡献来自于阿里集团，阿里集团今年 10、11

月份估计会在香港上市，整个 1.3 万亿的零售额中，1万亿来自阿里集团。2013 年第二季度

B2C 网络交易规模和市场份额中，天猫仍然一家独大，占据 50%以上市场份额，归功于阿里

的流量运营，在整个电子商务中流量运营最为成熟即为阿里，这也正体现了阿里作为电子商

务、互联网公司中的最重要的核心要素。阿里的流量变现中最为高利润、高增长的搜索引擎

支撑着广告收入。 

（5） 渗透率有进一步提升空间，三四线城市有机会 

中国的网络渗透率还没有达到，虽然我们整个零售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渗透率

还是 40%，达不到成熟的电子商务国家 70%-80%的渗透率，核心原因在于三线城市以下还未

完全开拓。中国整个的网络零售受物流的制约，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地级市、县级市非常

痛苦，看到非常便宜的零售价格，但是物流条件不支撑。最近这个现象已经改善，有一批三

线城市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阿里、京东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阿里的物流网络希望未来

在全国范围内一天到达。如果这样的目标达到，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市场激发了，带来的红

利会让整个网络零售行业进入又一波高速增长期。 

（6） 电商将颠覆零售生态链 

电商十年的增长，对几大业态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和冲击，目前受冲击最大的是百货

公司，因为占百货公司最大比例的，服装，化妆品，受到了冲击。受到保护的是商超，但如

果物流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受到冲击的就会是商超。三线经销商受到的冲击更大，因为很

大部分的电子商务公司从二线，三线分销商那里拿货。再过几年，一级的分销商也会受到影

响；再过几年，那么整个零售商、分销商、品牌制造商之间的链条就要被打破。品牌制造商

已经开始逐步拥抱电商，坚持以前的分销体系是落后于时代的。在这个拥抱过程中，对品牌

制造企业的挑战是对数据的应用，对移动互联网的理解，数据在这个阶段十分重要。这是未

来整个中国电商从品牌制造、到分销、到零售、再到终端消费者等等整个的链条重构的过程。 



 商贸零售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第 5 页  共 7 页 

三、广点通-跨屏营销新机遇 

腾讯广点通产品总监 赵 艳 

 

（1） 广点通简介。 

实广点通解决货品通过社会化营销的传播和最后成交方面的提升。之所以叫广点通，广

字很容易理解，对电商来说就是大流量。基于腾讯的 SNS 平台，在 QQ 空间、QQ 客户端和移

动端有上百亿的流量。在流量池里面如何找到最需要的用户。广的下面就是点，即如何精准

的定位、精准的触达、产生品牌会话和交易行为。通是大效果的辐射范围。 

（2） 广点通诞生背景 

北广点通一开始并不是为了广告系统而诞生的，一开始其实在开放平台整体的发展之下，

发现有更多的开发商需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推广产品。如何推广是一个问题。这是在另外一个

群体——电商群体中进行的。腾讯有很多网购的卖家，他们有非常丰富的互联网运营的经验

和能力。他们要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受众，通过什么方式表现，这就是广点通这个产品解决的

事情。 

（3） 广点通优势 

第一是大流量。仅仅在 PC 端，未来随着移动化生活的习惯和碎片化的生活时间渐渐普

及之后，移动电商将进一步崛起。广点通将来会提供一体化的 PC 移动全方位解决方案。 

第二是大社交。比如今天采购了一台红米手机，在空间和朋友圈里推送这样的消息，朋

友看到了觉得非常不错也希望来抢购，这就是一个一传十、十传百，产生社会化的辐射效益。 

第三是大效果。因为广点通是基于自助定价体系的效果广告的营销品牌，以效果为第一

优先。在算法层面，都不是以竞价作为整体的算法排序，而是以点击率来算。点击率是出于

对用户的考虑，如果说某项内容和推送更精准，更符合用户的价值和需求，并且点击率很高，

对这样的内容会优先曝光。第二点是转化率，转化率为所有的电商伙伴考虑。如果说推送的

内容或者单品是一个爆款，转化率非常高，就认为这样的产品更有价值出现在用户面前，为

电商产生转化和回报。 

（4） 广点通产品模式 

很多合作伙伴都知道欢乐淘，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更多像美丽说和蘑菇街这样的模式，

它们的导购基于整个页面，他们需要是通过定向的投放，以及社会化营销找到合适用户注册

网站，在网站上再进行进一步的成交和转化的活动。那是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后面在开放

平台上，有一款应用非常的火，就是十幅图。每天推荐十幅图，每天是更新的。第一用户兴

趣很高，用户每天都想进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东西。尤其是对女性的习惯和分析来看，很多

女性不愿意主动搜索，十幅图推送出精美、潮、性价高的东西，女性非常容易产生冲动性的

消费。欢乐淘每天就推荐 15 个单品，可能有化妆品、衣服、鞋子。这个应用上线之后，留

存率比一些游戏留存率还高， ROI 回报也很高，甚至比投放单店和投放某一个单品整体的回

报和效果更好。因为在这几款单品中，总有用户喜欢的，并且单品的价格和切合度上不断满

足用户的喜好。在电商领域我们通过 APP 做更多的尝试，这是导购类的尝试。在 APP 的内容

还有新的产品模式，比如奥利奥的案例。它是通过内容的营销以及与用户的互动找到很多对

亲子感兴趣的用户。还有其他的案例，如珂兰钻石的结婚大作战的 app。会记录相识的时间、

表白的话语、第一次在哪里吃、纪念日是哪一天。这样可以把用户的内容、珍贵的回忆呈现

在产品上面。然后兑换优惠券，可能用户现在没有戒指的需要，但是以后可能会有的，之后

等他需要的时候，他可以用积分去兑换。这是变相的 O2O 模式的实现。 

 

 



 商贸零售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第 6 页  共 7 页 

四、双向 O2O 模式的兴起与未来 

广东品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国成 

 

（1）品胜的线下资源优势 

品胜有很多品牌资源。在淘宝上，数码产品品胜排第三；在天猫上，品胜一直是第一名，

好过索尼和飞利浦。品胜研发产能的资源，品胜有特殊的渠道优势。从 2004 品胜创业开始，

就致力于缩短营销的渠道，在全国 110 多个城市有 300 多家专卖店，很快就会突破 400 家。

品胜门店覆盖了全国的一线城市，和大多数二线甚至三线城市（也包括江苏的扬州、盐城等，

广东的东莞，深圳的镇地区等）。 

（2）新模式将线下线上融为一体 

品胜这么多的专卖店，在新的时代能否变成一种资源？能直接将产品提供给消费者需要

考虑，所以品胜做了一个双向 O2O 购物平台。在新的模式下，300 多家专卖店改成品胜惠源

提体验店，集成了惠源提网上商城、移动客户端、400 呼叫中心，强调线上线下的融合。线

上线下融合后会提供很多人性化的服务，是单纯的线上和单纯的线下无法做到的。线上加线

下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一种升华。 

相对于传统销售模式，无论是现有的电商和实体的销售模式有三个革命。 

其一，线上线下是同价，因为厂家有定价权，通过线上线下的整合，可以实现统一的价

格。因为厂家是加价的，无论在电商还是在实体都可以盈利。以前说线上卖的多了，线下怎

么样？这个对品胜来说不是问题。电子商务低成本，同时实体销售的良好体验都能得到满足。 

其二，是服务的能力。传统实体店，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电子商务不一样，下单之后

可以指定送货地点给我寄过来。但是经常遇到极端情况。比如说在成都快到机场，突然发现

没带充电器怎么办？品胜可以将产品送到北京的酒店和飞机候机厅；消费者买了充电宝到昆

明旅游，坏了可以在昆明换，也可以上门换；品胜所做的是零售柜台的延伸，品胜懂产品，

可以做调试、下载软件，不会像京东的快递员，或者其他的快递员只让你签字，其他的不管；

也可以上门贴膜，消费者在星巴克等人的时候，品胜可以贴膜，很便宜。 

其三，售前导购、售中下单、售后服务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能线上或者线下随意切换，

满足最极端的状况。通过 APP 选购的产品，手机支付不方便，你打 400 电话可以送货上门，

消费者到门店拿货也是这个价钱。因此300多个门店还不够，品胜的目标是在明年做加盟店，

达到每个县城都有加盟店。每一个县城的盈利模式非常的清晰，品胜会先在一个县城开店作

为示范。 

品胜可以把惠源提的服务打包成商品在天猫、京东、亚马逊上销售，这也是革命性的。

天猫为什么发展的比较好，因为正品在天猫保障的比较好。但对于品胜不存在这个问题，因

为厂家的业务员送直供的货，而价格体系和服务标准由品胜定。类在似携程买机票，跟航空

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但买机票享受的服务与航空公司无异。因此残疾人也可以做网上电商，

所有的仓储、物流、定价都由品胜完成，小而美可以变成巨无霸，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除

此之外，品胜还设想百城当日送。如果启动，可以秒杀顺通、申通等，因为从门店到消费者

的距离较近。这一设想从 6月 1日开始实践，现在效果不错。品胜认为这种服务模式应该叫

O&O，即线上和线下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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