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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复星基础设施集团日前宣布，
已完成针对电动自行车户外共享充电桩龙头企业“小绿人科
技”的 B 轮独家投资。双方将共同努力，整合大出行生态资
源，为共享化智能化城市出行探索可持续的发展方案。

复星基础设施集团CEO方建宏表示，近年来“小绿人”围
绕新能源互联网打造核心能力，形成了以新能源应用技术突
破创新和硬件解决方案输出为基础的互联网化生产、拓展、运
营能力，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将技术研发、产品生产、落地运
营全链条打通的团队。战略投资“小绿人”是复星在大出行领
域的重要布局，此举高度契合复星C2M战略。

“小绿人”创始人兼CEO蔡笃满表示，本轮融资将主要用
于3个方面。其一，扩大规模，在重点城市加大充电网络覆盖
率；其二，增加产品线，开拓电池租赁充电运营平台新产品线，
围绕电动自行车居住和工作生活场景，挖掘本地服务商业价
值；其三，加强技术与产品研发，进一步完善电池自动识别等
技术，推出第六代公共户外充电产品。

据了解，“小绿人”产品线主要分为共享充电柜和共享充
电桩，可有效解决日常通勤代步、短途物流配送等场景充电需
求。截至2018年底，“小绿人”已在北京、广州、深圳、海口、上
海等 100 多座城市安装充电设备超过 4.5 万套，拥有充电接
口 50 万个，注册用户超 200 万，用户付费转化率达 92％，使
用3次以上用户达到78％。

复星B轮独家投资“小绿人”
共同整合大出行生态

最近常常听到一个词——“品牌

老化”。比如，曾经在家电行业风光无

两的长虹美菱，近年来国内市场毛利

率持续走低；很多人过去宁可省下半

个月工资也要吃的全聚德，从2013年

开始，营收就处于缓慢增长甚至停滞

状态，今年恐将更为惨淡……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品牌式微

或市场衰弱都可以被称作“品牌老

化”。换句话说，“品牌老化”也是有

“门槛”的。能够“老化”的品牌，必须

在较大的市场目标消费群体中拥有较

高知名度，也即要先成长为名牌，方才

能够按照“老化”的病症下药。

这很容易让人们把“老品牌”与

“品牌老化”联系到一起，毕竟，时间一

直是评价品牌价值的重要因素，企业

存活时间越长，越容易在消费者心中

留有印象，也就越容易打造出品牌、积

淀出价值。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老品牌不一定会走向老化，出现品牌

老化的也不一定都是老品牌。

在互联网风潮下，很多过程被提

速了。一些新晋品牌借势起飞，短期内

就跨越了开业存活期、利润增长期、品

牌成熟期，之后又因自身根基不稳而

被消费者抛弃，形成了“急速衰老化”

的新情况。至于其中原因，大体逃不脱

揠苗助长后的“虚胖”原因，由于内里

缺少支撑，自然也就躲不过“网红死”

的命运。

相比于这些“老化”的新品牌，老

品牌“老化”情况普遍更严重，因而也

更加迫切需要被“唤醒”。

老品牌为什么会“老化”？笔者认为，迟钝以及安逸感是主

要原因。在以更新换代和需求升级为主的市场环境下，在“90

后”“00后”成为品牌主要消费群体的市场语境下，迟钝造成

的创新不足，意味着跟不上日益小而美的需求；安逸感带来的

“倚老卖老”，意味着将年轻人拒之门外。当前，消费者掌握了

更多信息渠道，有了更加丰富的选择，可以便捷地根据自身需

求去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品牌。既然这些品牌不愿意改变，必然

会有其它品牌走进消费者的“购物车”，挤占其市场空间。

“唤醒”老品牌的关键在于“保持新鲜感”。

所谓新鲜感，不仅要与对手不同，还要与过去的自己

不同。作为拥有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历史的老品牌，要在深

厚的历史积淀之上创新产品，根据不同群体推出不同产

品，既吸引更多新生代消费者，又巩固对品牌有认知的存

量消费者；要在已有的成熟经验基础上创新模式，在门店

经营上大胆探索，满足更多场景化消费。两种路径都需要

老品牌的管理层和决策层放下过去的辉煌重新出发，以快

速灵活的市场反应机制和能够洞察趋势的灵敏判断力去

尝试、去探索。

目前，开启生活馆的晨光文具、做起唇膏彩妆的大白兔

奶糖、设计全新标识的北冰洋汽水都成了年轻人的“新

宠”。成功案例在前，仍旧被“老化”问题困扰的老品牌可以

更加坚定地踏上保持新鲜感之路了。只是，无论如何改变，都

不能从品牌管理者决策者的视角去考量，而要从消费者体验

的角度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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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
览会的展馆内，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
司围绕“塔联天下，数智未来”主题，分
6个板块展示了企业的共享发展之路。

多年来，中国铁塔公司深化资源
共享，依托自身独特资源优势为各行
各业提供信息化服务和能源保障服
务，既提高了基础设施建设、使用效
率，又节约了建设成本，得到业界高度
认可。

提升共建共享水平

中国铁塔因共享而生，其共享发
展思路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数据显示，中国铁塔成立 4 年多
来，累计投资 1600 亿元，建成铁塔基
站项目 220 多万个，遍布全国各地，为
推动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提供了有
力支撑。

在高铁、地铁等重大工程中，中国
铁塔实施“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
施工、同步开通”“四同步”模式，确保

“开通之日就是通信畅通之时”。得益
于中国铁塔公司的努力，目前我国无
线宽带网络覆盖的高铁总里程超过
1.8万公里，地铁总里程达2887公里。

统计显示，4 年多来，中国铁塔新
建铁塔站址 70%分布在乡镇及农村，
西部12省区市站址增长率长期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有力促进了东西部网络
均衡发展。

同时，中国铁塔还坚持“能共享不
新建、能共建不独建”的发展模式，推

动新建铁塔共享水平提高 61 个百分
点，达到 75%；累计节约投资 1148 亿
元，节约土地资源约为3000个足球场，
节约的钢材可再造 74 个鸟巢。如在贵
州，该公司通过共建共享减少铁塔建
设数量4.16万个，减少占地3150亩。

促进资源开放共享

展馆内 5G 应用精彩纷呈，吸引了
众多参展嘉宾的眼球。

“这些应用及海量数据均需要依
托优质的无线宽带网络支撑承载。”展
台工作人员表示，相比于 4G，5G 频率
高、基站密集，对网络规划、基站选址、
设施建设、电力保障等都提出了更高
要求。

在 5G 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铁
塔深挖共享潜力，力争让 5G建设成本
更低、效率更高、服务更好。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该公司近年来积极推动“社
会塔”“通信塔”相互转化，与各领域广
泛合作，有力促进了公共资源和社会
资源的开放共享。

目前，中国铁塔已储备形成了千
万级的社会杆塔资源站址库，为 5G
时代的到来奠定了站址基础。其中，
中国铁塔在贵州已储备杆站资源30余
万个，预计 80%以上的 5G 地面微站
将利用路灯杆、监控杆等社会资源建
设，充分彰显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的特点。

中国铁塔贵州省分公司在与政府
对接过程中，主动衔接城乡发展规划，
将 5G 站址规划纳入政府城乡建设规

划中，保障建设实施的可控性。
该公司还积极与南方电网、大中

型房企、物业公司等社会各方广泛合
作，积极推动“一杆多用”。例如，在贵
阳市黔灵山路和长岭南路交叉路口，
中国铁塔贵阳分公司利用一座 110 千
伏（KV）电力塔为贵阳联通公司装载
了 5G导入系统，“共享铁塔”建设方案
将传统模式 45 天的建设工期缩减至
10天，建设成本降低了近一半。

本次展会上，中国铁塔还展示了
能够更好融入城市环境、服务智慧城
市发展的智慧灯杆。智慧灯杆具有照
明、监控、监测、通信、信息发布等多种
功能，将成为 5G时代重要的城市基础
设施载体。据中国铁塔贵州分公司工
作人员介绍，具有多种功能的贵州首
座智慧魔方灯杆塔目前已成功落地六
盘水城市综合体。未来，公司将进一
步推动“一杆多用”，实现城市通信基
础设施集约高效部署。

针对各行业用户需求，中国铁塔
还在此次展会上集中展示了“森林防
火监控”“气象监测”“农田违建监控”

“河道、水库监控监测”“非法无线电监
测”“航海保障监测”“铁路沿线高点监
控”“地震监测”“秸秆禁烧监控”等应
用。通过共享中国铁塔的站址资源，
各行业应用的部署成本大幅降低，部
署周期也得以缩短。

截至目前，中国铁塔通过利用塔
体、机房、维护服务优势，组建了专网、
视频、综合服务等产品，已服务环保、
气 象、地 震、能 源 等 超 16 个 行 业 的
4000家客户。

推广动力电池梯次利用

在“铁塔能源”展区，记者看到，从
新能源汽车上“退役”的动力电池有了
新去处。据介绍，在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等部门的支持下，中国铁塔从
2015 年开始积极开展“动力电池梯次
利用”研究，并通过多次试验验证了动
力电池梯次利用技术应用于通信基站
的可行性。

从去年开始，中国铁塔便在全国
范围内全面推广动力电池梯次利用。
截至目前，中国铁塔已使用梯次电池
600 毫瓦时（MWh），减少碳排放 6 万
余吨。

据介绍，中国铁塔发电业务主要
通过将动力电池组装成静音发电车
与便携式锂电池发电包来实现。与
能源消耗大、噪音污染重的传统油机
相比，基于动力锂电池的发电业务具
有静音、输出灵活、部署迅速、无污染
等优势。所有动力电池均接入中国
铁塔全国统一运维监控平台，可通过
电脑、手机 APP 进行实时监控与智
能调度。目前，静音发电业务已在银
行、居民小区、商铺等多个场景落地
应用。

此外，中国铁塔还加快开展梯次
电池社会化应用工作。展会上，中国
铁塔展示了通信基站备用电源保障方
案、通信基站物联网监控系统、电信级
维护体系，向行业外有用电可靠性需
求的客户提供备电、监控、发电一体化
的综合电力保障服务。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深挖共享潜力，力促基础设施建设降本增效——

能共享不新建 能共建不独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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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展馆内，观众在观看中国铁塔的能源综合电力保障服务系统。

本报记者 吴秉泽摄

国美零售有限公司日前宣布，欧
洲最大的橱柜厨电一体化零售连锁品
牌“IXINA”、高端厨房用具整合品牌

“国美厨空间”正式投入运营。
这是国美深化“家·生活”战略转

型的重要举措。目前，国美正努力向
家庭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转型，致力
于为客户提供包括家装、家电、“家服
务”等在内的全方位服务。

“过去我们卖的是单品，赚的是零
售差价，今天我们卖的是方案。”国美
零售有限公司总裁王俊洲表示，国美
将从家电供应链开始逐步“扩容”，厨
空间、IXINA 等新业务的落地正是这
一转变的证明。

近 年 来 ，厨 房 经 济 发 展 迅 猛 。
2018 年，我国橱柜、厨电市场体量逾
2000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 10%。不
过，目前橱柜市场上有上千家企业“扎
堆”，头部企业整体销售额占比偏低。
受市场发育不成熟、信息不对称等因
素影响，消费者受到品牌选择难、价格
不透明、消费体验差等“痛点”困扰。

“痛点”即商机。可是，橱柜业务
作为供应链和服务链高度整合的项
目，集成难度远超国美过去销售的所
有产品。针对此，国美决定与 IXINA

强强联手，旨在成为中国市场上真正
实现橱柜厨电一体化的品牌。国美为
此次合作设置的“第一门槛”是“产品
与欧洲同质同价”。

IXINA 拥有近 50 年的整体厨房
零售经验，在全球 36 个国家和地区有
400 余家零售门店。“我们将努力为消
费者提供性价比更高的橱柜厨电一体
化整体解决方案。”IXINA 总经理张蕾
表示。

与IXINA同期开业的国美厨空间
主打厨房用具市场。为此，国美引入
了WMF、双立人等国际知名品牌。“厨
空间将成为对家电品类低频消费场景
的有益补充。”国美厨空间总经理李姗
姗表示，相较于低频消费的大家电，厨
房用具消费频次更高，场景更多元。

有报告显示，2018 年厨房类产品

市场规模超千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也
保持在两位数。不过，与橱柜市场类
似，目前市场上并没有专业分销渠道，
各头部品牌各自为战。因此，厨空间
将努力发挥国美供应链和场景优势，
汇聚国内外优质品牌、商品，力争为消
费者打造多功能的厨房体验场景。目
前，厨空间已汇集了国内外369个优质
品牌，涵盖全厨房用品12大品类39个
品项2万多种优选商品。

“两大厨房业务的落地让国美的
‘家·生活’新业务版图愈发清晰。”王
俊洲表示。

目前，除了刚刚落地的 IXINA 和
厨空间外，舒适家等业务作为国美“家
庭硬件解决方案”的重要内容已在全
国范围内铺开，并显示出高增长趋势。
与此同时，国美还通过 IoT（物联网）、

AI 等技术，为家庭解决方案提供技术
性补充，赋予其智能、智慧的内涵。

目前，国美正以“三线齐发”的姿
态布局智能家庭解决方案。其中，一
线是指打造国美智能开源平台，连接
各大品牌智能产品，目前已接入约110
个厂家的 200 万台设备；二线是指国
美智能自有品牌产品，截至今年3月份
国美智能自有品牌产品共有超 200 个
型号上市，GMV（网站成交金额，是电
商平台企业成交类指标）同比增长
51%；三线是指在北京、上海、浙江、福
州、洛阳等地搭建智能体验厅。

此外，有消息称，国美自营家装业
务也将很快上马。有业内专家分析认
为，这预示着完整的国美“家·生活”战
略版图将浮出水面。通过此轮转型，
国美将从家电行业跨入到更广阔的领
域，进入10万亿元级整装家庭市场。

按照国美的计划，首批 IXINA 门
店将落户北京、上海，第二批门店将落
户无锡、南京。未来，将采用分部合伙
人制和加盟制拓店。

“今后几年，我们将在国内开出数
百家这种类型的门店，这将对国美零
售业绩及利润增长起到非常有力的支
撑作用。”王俊洲说。

国美零售有限公司发力“厨房经济”——

“家·生活”新业务版图日渐清晰
本报记者 周 雷

国美正努力向家庭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

转型，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包括家装、家电、“家

服务”等在内的全方位服务。国美方面表示，

“过去我们卖的是单品，赚的是零售差价，今天

我们卖的是方案”

在中晶钻石有限公司生产车间，50台六面顶压机正在加

工制造金刚石。中晶钻石自主研发的宝石级和工业级人造金

刚石，可广泛用于精密研磨、珠宝首饰等多个领域，产品在国

内外市场上受到欢迎。 张国荣摄(中经视觉)

中晶钻石自主研发金刚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