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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零售集团企业业务板块日
前召开工业品战略发布会，发布数
字化、平台化、生态化三大战略举
措，同时推出 iSRM 智能采购管理
平台，加码布局工业品采购业务。
此前，京东刚刚与海尔集团达成战
略合作，双方将重点针对工业物联、
园区成套服务模式深化合作，探索
工业品采购的数字化升级。

工业品采购业务是京东今年年
初发布的企业业务五大战略规划布
局之一，也是工业品领域的首个落
地方案。

京东为什么要做工业品？京东
集团副总裁、京东零售集团企业业
务负责人宋春正回答说：“供应链效

率低、管理难等工业品采购行业痛
点，呼唤综合型服务商的加入。京
东在企业市场服务领域有经验、技
术及资源优势，有能力为企业供应
链管理体系提供升级服务。”

专家表示，与其它行业相比，
我国工业制造领域数字化进程相
对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生产
制造场景中的采购链条不够通
畅，工业品长尾商品多、非标品种
多以及价格不透明、质量参差不
齐等问题长期存在。在工业制造
业领域的传统采购模式下，一家
大型企业的供应链管理动辄牵涉
数十万级库存单位，需要对接的
供应商多达几千家，这不仅使企

业供应链管理“负担过重”，而且
过多的流程、环节也增加了企业供
应链管理难度。

宋春正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
带来了庞大的行业数据，且目前的
算法与算力已经有能力支撑智能
技术对企业端的应用，加上企业供
应链数字化进入需求爆发期，行业
呼唤具有横向数字化链接能力的
综合服务商。

“京东工业品要做的不仅是一
次经营品类的扩展，而是要实现供
应链管理的乘法效应。”宋春正强
调说。

京东零售集团企业业务工业
品业务部总经理陈川进一步表示，

通过使用京东工业品采购智能解
决方案，工业企业能够高效处理供
应链管理体系内数以万计的需
求。这套解决方案还能紧密连接
上、中、下游，让企业在供应链管理
减负的同时，提升管理效能。

“将智能技术应用于企业市场
服务，不仅是京东企业业务的技术
定位，也是京东的核心优势。”宋春
正表示，随着企业市场底层数据的
不断积累，面向企业端的智能技术
应用将进入成熟期。“京东在企业
市场有经验、有技术、有资源，这决
定了京东有能力做好新时期供应
链的数字化转型服务。”

据统计，目前京东平台上有超
过700万的活跃企业客户，包括超
过 5000 家大型集团、389 家中国
500 强企业、80%在华世界 500 强
企业，业务遍及10余个垂直行业。
此前，京东已为多个行业场景提供
了定制化的技术解决方案。

“工业品将是京东企业业务今
年的工作重点。”宋春正说。

京东加快布局工业品领域——

供应链管理的乘法效应
本报记者 黄 鑫

在北京王府井新开业的乐高
品牌旗舰店内，一个以故宫为灵感
创作的“巨型屋檐”极其“吸睛”。
这个作品是用 2234320 块积木拼
砌 而 成 的 ，整 个 制 作 过 程 历 时
10850个小时。事实上，在这个旗
舰店内，带有浓郁中国传统文化韵
味的作品还有很多，巍峨的长城景
观、传统中式轿子、神灵活现的石
狮子模型和马赛克画龙柱……

作为一家来自丹麦的企业，乐
高集团已经在中国市场上展露出
极强的本土化“本领”。2016 年，
乐高在上海迪士尼小镇开设了中
国首家乐高品牌旗舰店，随后于
2018年在上海人民广场开设了第
二家品牌旗舰店。“北京首家乐高
品牌旗舰店的开业让我们感到非
常振奋，这家旗舰店将为更多中
国儿童、家长以及乐高粉丝们带
来淋漓尽致的玩乐体验。”乐高集
团高级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黄
国强说。

乐高又名“LEGO”，它由丹麦
语“LEg GOdt”转 化 而 来 ，意 为

“play well”（玩得快乐）。多年来，
乐高始终在创新的道路上“狂奔”，
从初级拼砌到高阶挑战再到今天
的数字化探索，如今活跃在市场上
超过一半的乐高产品竟然都是 1
岁上下的“婴幼儿”！

事实上，早在1983年，乐高就
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不过，它真正
受到中国消费者喜爱却是近几年
的事。对此，黄国强表示：“我们在
中国的大发展得益于集团工作的
全面落地。究其原因，我们是在一
个非常正确的时间点、一个非常正

确的市场环境下开始布局的。近
年来，中国中等消费群体人数日益
增加，加之消费升级和二胎政策
的出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被释
放出来。”黄国强坦言，目前乐高面
临的最大困扰是在中国一线城市
以外的地区影响力不大，因此今年
乐高的目标是，让授权专卖店触达
30个以上的城市。

乐高集团高级副总裁兼零售
业务负责人克劳斯告诉记者，乐高
品牌旗舰店是培养品牌认知、与粉
丝建立情感纽带的重要平台。“在
欧洲，有很多家庭几代人都是乐高
粉丝，很多人至今还保留着公司几
十年前生产的积木产品，而且这些
产品还能和新产品拼起来。在中
国，乐高还在培养第一代粉丝。”

在网络数字化时代，小孩子们
从小就喜欢玩 IPad 等电子产品，
有着87年历史的乐高又从中收获
了哪些灵感？

克劳斯表示：“乐高此前做过
一项全球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小
孩子们已经逐步形成了新的玩乐
方式，他们会很自然地将实体和数
字概念结合在一起，我们称之为

‘融合玩乐’。乐高品牌已经洞察
到了这一新趋势，目前正致力于在
这一领域提供更好的体验。”

他举例说：“我们推出了可编
程的智能机器人系列。这个系列
产品能为小孩子带来可与机器人
互动的特殊玩乐体验。数字玩乐
是对实体玩乐体验的延展，两者
并不是竞争关系，而应是相互补
充的关系。我们会努力让乐高玩
乐系统更符合现代儿童的喜好。”

北京首家乐高品牌旗舰店开业——

“融合玩乐”真有趣
本报记者 陈 颐

乐高认为，小孩子们已经逐步形成了新的玩乐方式，他们会很

自然地将实体和数字概念结合在一起，即“融合玩乐”。数字玩乐

是对实体玩乐体验的延展，两者并不是竞争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

关系。因此，乐高会努力让自己的玩乐系统更符合现代儿童的

喜好

装修房屋有没有更省时省力
的选择？家居行业如何精准把握
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在消费升级
背景下，家居企业普遍面临考验。
而这，正是广东三维家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瞄准的“风口”。通过为家
居企业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和为消
费者提供一站式家装定制服务，短
短六七年间，三维家已成长为垂直
细分领域的领军企业。

“我们致力于用软件技术、互
联网技术为家居全产业链赋能，帮
助家居市场终端获取客流、提高成
交率、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进而
实现整个行业发展的核心驱动。”
广东三维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
始人兼CEO蔡志森认为，家居行业
的痛点很多。对于企业而言，产品
同质化问题严重，同时总体上供大
于求，原先惯用的以品牌运作或终
端门店铺陈拉动销售的方式，正变
得越来越难以奏效。个性化定制
虽是一片“蓝海”，但受制于信息不
畅，获客情况并不乐观。而对于消
费者来说，亲力亲为跑装修市场，
货比三家选购产品，不仅耗时耗

力，往往最终效果还难言满意，越
来越多的消费者希望一站式获取
整体装修服务，高效实现设计施
工、材料选购、物流安装、质检验
收等。

“解决这些痛点的关键，在于
推动各个节点的数字化运转以及
不同节点间的高效协同。只有这
样，产业效率才能得到质的提升。”
蔡志森说。

之前，蔡志森供职于广州圆方
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专
门为家居行业提供3D设计服务的
软件公司。2008 年至 2011 年，蔡
志森担任广州尚品宅配家居集团
副总裁，主要负责整体定制家居电
商化、流程化等工作。凭借多年来
为家居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积累的
资源以及对行业痛点的洞悉，2013
年，蔡志森联合其他合伙人共同创
立了三维家。

蔡志森把三维家定位为家居
行业的“产业路由器”。“作为一家
提供技术方案服务的企业，房地产
商、家具商、装修公司、建材公司等
都会和三维家发生联系，但他们相

互之间，以及他们与消费者之间其
实是割裂的，我们恰好拥有技术
手段把各个环节串联起来。”从为
家居企业提供云设计平台起步，
围绕智能化制造需求和装配式装
修趋势，近年来，三维家陆续开发
出涵盖设计、销售、生产、交付、物
流全家居环节的 3D 家居云设计
系统、3D 家居云制造系统、智慧交
付和“逛逛美家”营销程序等。这
些核心技术产品既包括设计工具、
生产工具，还包括交付工具、营销
工具；既链接企业用户，又链接个
人用户。

“路由器”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便利。以有装修需求的用户为例，
门店设计人员可以根据户型和意
向装修风格实时生成 3D 设计方
案，小到挂钩拉手、瓷砖地板，大到
水暖管线、家具厨卫，均可按照个
性化需求进行品牌选择和设计效
果渲染。数据经过整合与拆分后，
不同定制信息发往设计、生产、物
流、装配等不同环节，在保证消费
者“所见即所得”的同时，也大大提
高了后端工厂接单效率。蔡志森

介绍，2018 年，三维家携手深圳家
具协会住宅精装研究院在全国完
成了 76 个项目的 138 个样板房施
工，在确尺完毕后全部实现7天至
15天交付，经万科系统评审一次安
装合格率高达96%。

“正是因为有了从前端图纸到
后端软件再到整个生产、交付的全
数字化加持，才能创下这些样板房
设计交付的纪录。”蔡志森说。

目前，三维家正在为包括欧派
家居、曲美家居等上市公司在内的
3000多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同
时，三维家还拥有100多万名专业
设计师用户，每天能产生 80 万套
3D设计方案、近500万套户型图。

全产业链的技术介入既让三
维家更懂市场，也为家居产品升级
创造了条件。“三维家对于家居行
业的意义，已经不单是一个设计软
件、生产软件，接下来我们将继续
做好产业节点的数字化以及数据
沉淀后的技术驱动，整合原材料及
工艺工法、装配业、家具IT三股力
量，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完美的
家’。”蔡志森说。

“三维家”全数字化加持家居行业——

试 试 装 修“ 路 由 器 ”
本报记者 刘志奇

联想集团与石化产业有什么
关系？过去，或许风马牛不相及，
现在不一样了。把两者关联到一
起的，是联想的大数据应用。

近年来，联想把“智慧”作为企
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举例来说，催化裂化是炼油企
业中工艺复杂度最高、生产操作要
求最严格、物性变量最多的装置之
一，同时也是影响石化企业汽油产
量的关键装置。为提升整体行业
效率，联想成立了石化大数据团
队，决定拿催化裂化装置这块硬骨
头“开刀”，作为联想大数据应用的
试点。

通过对催化装置以往生产过
程中积累的海量工艺数据和化验
数据进行深入分析，联想技术团队
从几十个变量中找出许多正向相
关的潜在优化方向。

2018年，这个项目在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公司武汉石化公司成功
上线，帮助武汉石化把原油转化为
汽油的效率提升了 0.5 至 0.9 个百
分点，一年净利润可以提升 5000
万元以上。

该项目的成功仅仅是联想近
年来战略转型的一个缩影。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
庆认为，智能化时代正在到来，得
益于数据、计算力、算法3个要素的
齐头并进、相互作用，3个明显的趋
势正在发生。

“我把它概括为3S。第一个S
是Smart IoT（智慧物联网），也就
是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
智能物联网的趋势；第二个 S 是
Smart Infrastructure（智能基础
架构），就是从传统基础架构向智
能基础架构转变的趋势。有了数

据之后，还需要有超级计算、云计
算和边缘计算提供强大的、无处不
在的计算力，让这些数据的分类、
清洗和分析成为可能；第三个S是
Smart Vertical Solutions（智 能
化垂直行业解决方案），也就是各
行各业运用增强智能或者机器智
能改进业务流程和决策方式的趋
势。”杨元庆说。

面对趋势，联想顺势而为。
“联想一直以来都被看作一家

计算设备制造商，但是面对技术变
革的大趋势，联想在 2016 年将自
己的定位和使命调整为‘智能化变
革的引领者和赋能者’。”联想集团
副总裁、中国区商用业务总经理刘
征说，在新的发展战略中，联想将
专注于传统产业典型应用场景，提
供一体化、共性化的智能化解决方
案，由点及面，力争复制到行业内

更多企业，助力各行各业的变革。
基于这一理念，联想在教育、

交通、零售、制造、医疗以及智慧城
市等领域均推出了相应的解决方
案。比如，在智慧交通领域，联想
为数十家国内新能源汽车企业提
供了涵盖车联网通信、智能连接管
理平台、换电站组网通信、车联T-
Box、车辆运营管理 TSP 平台、大
数据服务、呼叫中心、企业IT运维
等一体化服务；在智能制造方面，
联想则推出可应用于设计、生产、
供应链、服务等环节的全价值链AI
解决方案。

2018 年是联想在工业领域数
据智能方向取得重大突破的一
年。这一年，联想发布了工业物联
网平台与企业级人工智能平台等。

在联想的智慧解决方案中，数
据是基础和亮点。刘征说：“AI 三
大核心要素是数据、算力和算法，其
中数据是基础，我们要专注于数据
在应用中的价值实现。我们的重点
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第一是数据
获取，就是要提供更加高效、智能化
的工具帮助客户建立自己的数据模
型；第二是数据传输，我们布局了一
家名为‘联想懂的通信’（Lenovo
Connect）的公司，它的一个重要业
务就是物联网数据传输；第三是数
据价值挖掘，要判断获取的数据是
不是能够产生价值，需要在大数据
业务方面加大投资力度。”

智慧联想来了智慧联想来了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袁袁 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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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薇”是谁？
她是个智能机器人。如果您

站在它面前说“向日葵”3个字，它
立刻会向您展示出梵高的《向日
葵》画作。

此外，她还会作诗。
2017 年，作为中国第一款通

过图灵测试的作诗机器人，由北京
中科汇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
的“小薇”红了。

图灵测试是被誉为电脑科学
之父的英国数学家图灵于1950年
提出的一个关于判断机器能否思
考的试验。图灵认为，如果人类与
电脑进行文字对话后，人类无法判
定对方是电脑还是人，那就证明电
脑会“思考”。业界公认，机器人很
难通过图灵测试。因此，能通过测
试的“小薇”堪称标杆。

今年初，因“小薇”名声大噪的
中科汇联又迎来两件喜事。第一
件是，该公司成功中标百信银行智
能客服系统第 2 期项目；第二件
是，武汉江岸区与中科汇联签约，
签约标的是其拳头产品智能服务
机器人。

创新，尤其是坚持具有前瞻性
的创新，是中科汇联的核心理念。

作为一家1999年在北京中关
村成立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科
汇联一直致力于为用户提供 3C

（Content 内容管理、Communion
人机交流、Commerce 商业决策）
for 3C 的软硬件产品与服务。
20年来，该公司已为国内外超过3
万家企业和机构提供智能产品及
服务，业务范围涵盖金融、航旅、呼
叫中心等多个领域。业界专家告
诉记者，该公司凭借“AI+战略”将
线上线下打通，在PC互联网、移动
互联网、通讯互联网和物联网基础
上实现了从全渠道到全域的信息
管理和智能化转变，是目前中国首
家实现全域智能管理的企业。

北京中科汇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创始人游世学告诉记者，2011
年，在经历了PC互联网、移动互联

网时代之后，AI技术逐渐升温，这
为 中 科 汇 联 指 明 了 发 展 方 向 。
2012年，中科汇联与清华大学、哈
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大学 3 所高校
成立联合实验室，集众家之所长
开发智能客服机器人。“联合实验
室为公司储备了最顶尖的人才，
我们也在技术研发上投入了大量
时间和资金。在2016年人工智能
开始火爆起来的时候，我们已经
在这个领域深耕好几年了。”游世
学说。

记者在中科汇联位于北京中
关村的公司办公楼看到，“爱客服”
机器人分为实体机器人和虚拟机
器人两类。以服务于银行的机器
人为例，实体机器人可以替代大堂
经理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可以完
全取代办事窗口，办理开通账户、
信息更改、业务咨询等高频业务，
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虚
拟机器人可以服务于银行的在线
客服系统，一些重复性的问题、规
律性的问题由机器人回答，复杂问
题再转到人工回答。除此之外，它
还可以辅助人工完成在线客服质
检工作，降低质检成本。

“早在2015年，‘爱客服’机器
人就第一次出现在中关村创业大
街。一年后，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的
审计，这项新业务给公司带来了
1500 多万元的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 5 倍。自‘爱客服’机器人推出
以来，已经有3万多家企业注册接
入服务。”游世学说。

游世学表示，是不断创新的精
神使得中科汇联在过去20年的多
次技术浪潮中一次又一次活了下
来。“AI代表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它
可以帮助甚至超越人类去完成很
多事情。”基于这一判断，中科汇联
正在加快推进“AI+”发展战略，即
以人工智能大脑核心技术为目标，
努力实现传统产品与人工智能产
品比翼齐飞。同时，公司还将针对
传统行业客户需求加快推进“AI+”
战略的升级与改造。

中科汇联加快推进“AI+”战略——

人工智能改变未来
本报记者 李佳霖

左图 联想人脸识别系统。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