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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联想在多家平台上线了一则
名为《你好，世界》的品牌宣言视频，内容
紧扣联想今年发布的全新品牌口号——

“联想 智慧中国”。
“你好，世界”是每位程序员都熟知

的测试程序。联想的品牌宣言视频以这
句话为开篇，带领观众回顾了从PC到移
动互联网，再到智能化时代的社会发展
与生活变迁，展示了不断“进化”的联想
及其科技如何陪伴并改变了消费者的
生活。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兼全球首席战
略市场官乔健表示：“踏上新征程，我们
需要卸下所有光环与包袱，回归初心。
在智能时代，联想期待携手各行各业共
建智慧中国。”

在今年 4 月份举行的“联想 2019/
2020 财年誓师大会”上，联想亮出了一
份不错的“成绩单”——营业额连续六
个季度实现增长，达971亿元，同比增长
8.5%，为 4 年来最高水平；个人电脑业
务重回全球第一，连续两个季度稳居全
球个人电脑市场冠军地位，营业额年增
长 16%，全球市场份额达 24.6%，创历
史新高。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表
示，这些业绩为联想未来的智能化变革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新财年中，联想
将全面发力三大战略领域的转型——智
能物联网、智能基础架构和行业智能，致
力成为智能化变革时代的引领者和赋能
者，推动智慧中国发展。

“联想已经按下智能化变革快进
键。未来，智能将无所不在。在智能化
阶段，凭借巨量数据、计算能力优势，中
国企业很有可能在智能化时代实现弯道
超车，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能。”杨元
庆说。

联想智能化变革的三个方向正是联
想的优势领域。

在智能物联网方面，围绕智能家庭、
智慧办公市场，联想将聚焦更多新型智
能设备，比如智能时钟、智能摄像头、智
能门锁、智能会议系统等；围绕商用物联
网市场，联想将为企业客户开发更多物
联网设备、嵌入式模组和边缘计算服务

器，打造相应的生态系统与平台，为客户
提供最优解决方案。

在智能基础设施方面，联想将通过
数据中心产品组合、软件定义基础架构、
超大规模数据中心、高性能计算 4 大引
擎为智能化变革提供计算、存储和网络
支撑，并不断演进，迎接5G时代的到来。

在行业智能方面，联想将帮助行业
中的某些价值链环节及场景形成更加精
准的决策结果，实现“行业智能”或“智
能+”。

如今，联想正在重点推动制造业、医
疗、教育、零售等行业的智能化进程。在
智能制造领域，联想合肥联宝工厂正借
助大数据对产品线开展预测性维护，提
升设备响应速度。联想还帮助中国商飞
集团上飞公司创建出一套提升现实与飞
机制造领域融合能力的路径与工业标
准，为我国商用大飞机制造提供扎实的
技术支持。

在医疗行业，联想的E-health诊断
辅助系统可通过图像识别与机器学习，
用人工智能解析 CT 图片，生成肝脏体
积、肿瘤体积、肿瘤所在区域等量化数
据，辅助医生作出诊断。

在教育行业，联想能通过人工智能
技术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学习内容，实
现个性化学习；通过文档分析及识别算
法，完成错题检查；利用智能统计方法，
实现成绩统计分析；通过语音转文字技
术、语音模型分析及深度神经网络技术，
实时纠正学生英语发音。

“在智能化变革领域，联想具备为行
业赋能的优势。”联想创投集团总裁贺志
强分析说，首先，联想在数据、算法与计
算力领域都有积累，是极少数能够统一
利用所有智能化要素资产的科技公司；
其次，联想作为制造型科技公司，多年来
通过自身的智能化转型积累了很多经验
能力；第三，联想服务各行业客户多年，
在帮助行业实现智能化转型方面拥有
优势。

“看到未来趋势的公司并不只有联
想一家。联想与竞争对手最大的区别在
于，我们拥有坚定的决心和不达目的誓
不罢休的韧性和耐力。”杨元庆如是说。

如果市场新宠OLED电视不再有万
元高价门槛，您是否会心动，想添置一台

“尝尝鲜”呢？
日前，创维集团携手产业链伙伴放

出“大招”，力争要在今年让 100 万中国
家庭用上 OLED。创维在发布会上宣
布，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OLED普及
风暴”，推出包括大幅降价等在内的一系
列营销策略，助力 OLED 电视走进千家
万户。

近年来，彩电市场增量空间不足，量
额齐跌。由于液晶电视技术创新逐渐见
顶，产品同质化竞争越来越严重，彩电业
面临着需求瓶颈与低价竞争两大严峻考
验。在此情况下，彩电企业亟需加快技
术迭代，拓展市场“蓝海”。其中，OLED
电视作为新一代显示技术产品，具有自
发光、广视角、无穷对比度、低功耗、高反
应速度等优势，发展前景看好。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秘书长郝亚
斌表示，从CRT 到LCD是一次“产品时
代的跨越”。如今“跨越时刻”再次到来，
这是技术迭代的大势所趋。LG 集团也
持类似观点。LG方面预测，未来2年至
3 年内中国 OLED 电视需求量将达到
200万台以上。

“创维自2013 年就开始量产OLED
电视。经过6年的市场培育期，‘普及发
展’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要用 OLED

支撑起逐渐下沉的 LCD 市场。”深圳创
维—RGB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国表
示，从2016年开始，国内市场6000元至
7999元价格段的电视销量逐年递减，高
端市场下沉情况不容乐观。目前，LCD
领域的技术创新已经不足以支撑产品
溢价。

王志国认为：“形态创新是电视产业
的‘兴奋剂’。”OLED具有柔性显示特性，
是激发行业活力的新一代技术。OLED
开辟的“新赛道”将为行业带来新生机。

作为国内最早积极布局OLED的电
视品牌，创维在国内 OLED 电视市场占
有 率 稳 居 行 业 第 一 。 目 前 ，创 维 在
OLED领域已积累相关专利技术100多
项，并且成为中国唯一有资质做自制
OLED模组（OBM）的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 OLED 电视
在国内市场上也遇到了“叫好不叫座”的
难题。受价格过高、消费者认知不足等
因素影响，国内 OLED 电视销售规模增
长不及厂家预期，市场渗透率较低。

为加快普及 OLED 电视产品，创维
在发布会上宣布，今年将在技术普及、产
品体验、销售政策等方面发力，旨在打通
技术、产品、营销间的协同闭环，让消费
者了解相关知识，接受OLED电视产品，
并以能够消费得起的价格享受到新技术
带来的红利。

创维大力推广OLED电视——

迈过万元高价门槛后，您会“尝鲜”吗
本报记者 周 雷

“我们正在组装的是第14代轩逸，这款
车不仅满足‘国六 b’标准，而且搭载了当前
最先进的智行技术。”见到记者，东风日产乘
用车公司花都工厂总装车间一名工程师主动
介绍起了刚刚上市的新车。

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六排放标
准实施等因素影响，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销
量同比下滑 12.4%。面对车市寒冬，东风日
产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提前布局“国六”产品，
上半年累计终端销售53万辆，不仅实现销量
增长，而且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成为车市
一个亮点。

前瞻性布局

从容应对“国六b”标准

今年 7 月 1 日，备受关注的“国六”机动
车排放标准在全国16个省市提前实施。其
中，北京、上海、天津3个直辖市以及广东全
省直接执行比“国六a”标准几乎严格一倍的

“国六 b”标准。就在很多车企为这一“史上
最严”的“国六”标准叫苦不迭时，东风日产却
显得颇为从容。

“从今年3月份起，我们已开始全面生产
销售‘国六b’标准汽车，力争‘一步到位’，直
接满足2023年更高排放要求。”东风日产副
总经理陈昊告诉记者，提前布局不仅可以稳
定厂家的终端价格与生产计划，也能让经销
商更加心无旁骛地开拓市场。

东风日产为何能领跑“国六”？“一方面得
益于公司前瞻性的战略布局与产品规划，另
一方面得益于公司不断增强的研发与制造实
力。”陈昊告诉记者，“国六b”排放标准是对
企业的重大考验，产品设计、部品供应、生产
工艺、品质检测等各个环节都要调整升级，为
此东风日产从多年前就开始“未雨绸缪”。

公司成立之初，东风日产就专门建立了
技术中心。“从开始的 70 多人，到今天拥有
1300多人的技术团队，我们已成为日产汽车
公司在全球第四个具有同等研发平台的技术
中心。”东风日产技术中心副中心长周锋告诉
记者，在产品开发早期，也即商品概念阶段，
技术中心就积极介入，以中国消费者需求为
导向开展自主开发，引领产业智能化、电动
化、网联化革新。正是因为拥有这种本地化
研发能力，才使得东风日产有能力迅速响应
排放新标准。

在制造方面，东风日产整车工厂在雷诺
日产三菱联盟（ABM）工厂综合竞争力排名
中实现“9年7冠”，发动机工厂则实现了5连
冠。东风日产制造总部总部长阳玉龙告诉记
者，现在东风日产花都、襄阳等工厂的制造品
质、生产效率和管控水平已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具备柔性、智能和绿色的强大制造体系，
这些均为“国六”产品提前上市提供了重要
支撑。

“现在，很多人看到轩逸卖火了，就来问
我秘诀。其实，也没啥秘诀，不过就是因为3

年前制定了正确战略。同理，现在我们做的
事情将决定3年之后企业是否有竞争力。”陈
昊告诉记者，面对当前短期的市场下滑，企业
不能自乱阵脚，要保持定力，踏踏实实做好产
品与服务，积蓄实力，唯有如此才能持续
领跑。

“汽车产业的竞争从来不是‘短跑’，而是
‘马拉松’；比的不是一时快慢，而是长期的能
力与耐力。”陈昊说。

服务再升级

引领新需求变革

走进位于上海浦东新区沈杜公路118号
的东风日产4S店，记者吓了一跳。只见顾客
摩肩接踵，连刷卡也要排队。“今天订出了28
台，今年上半年我们店完成了488台销量。”
谈到销售业绩，店长方臣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作为一家刚开业半年多的新店，在车市
寒冬能够取得如此成绩并不容易。“店内展车
和库存都是‘国六’标准的，这给我们增添了
不少信心。”方臣说。

“东风日产的车型不仅性价比高，而且服
务也特别好。”一位刚下完订单的车主与记者
聊了起来。“比如，开具新车发票7天内，国家
标准范围内的主要零部件出现特定品质问
题，均可申请免费更换同型号、同级别、同颜
色的新车。这一条，除了东风日产，好像没有
别的车企能做到。”

针对西安“退车门”暴露出来的问题，今
年 4 月 24 日，东风日产一则“全面升级‘三
包’政策”的公告刷爆朋友圈。按照活动规
定，2019年4月24日至2019年12月31日，
凡东风日产全系家用汽车产品，出现特定品
质问题，均可享有“7 天质保换新和首、二保
无忧享受”权益，该公司也由此成为行业内首
家作出“7天包换”承诺的合资车企。该政策
一经发出，立即得到了经销商与消费者的高
度认可。

在汽车合资企业中，东风日产的营销能
力一直为业界称道。这离不开合作双方对中
国市场消费升级需求的高度关注、对本地化
营销人才的充分信任，更离不开对营销创新
的价值认可。今年不少合资企业纷纷借增值
税下调“东风”宣布“官降”（汽车行业术语，意
为厂家下调指导价），可东风日产并没有采取
这一策略。它一方面在终端制定了灵活的价
格，另一方面拒绝跟风“官降”，而是用另外一
种方式回馈消费者——推出“老友惠”保养套
餐，保养费用最高节约30%；推出7类142种
常用维保纯正备件，更换费用平均可节约
30%。

东风日产市场销售总部副总部长张继辉
告诉记者，为让消费者更好体验“日产智行”
带来的智能汽车生活，东风日产全面推进智
能体验，打造场景化、体验化、智能化的线下
空间。继2018年北京、广州两家日产智行体
验馆投入运营，今年 5 月 16 日，华东地区首

家日产智行科技体验馆于上海开业。该店以
沉浸式的“极智体验”，让消费者近距离接触
全球领先汽车技术，成为东风日产向消费者
传递“智能汽车生活引领者”形象的新名片。
至此，东风日产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北上广深
等地为核心的日产智行线下体验布局。

合资更合心

让文化成为内驱力

在东风日产走访，记者还听到了一个新
名词——“破墙行动”。“所谓‘破墙行动’，即
覆盖全价值链上所有员工价值观和方法论的

‘思想风暴’，旨在破除部门壁垒之墙、思维壁
垒之墙、沟通不畅之墙。”东风日产研发采购
总部党群工作负责人告诉记者，“破墙行动”
由研发和采购部门党委发起，之后迅速推广
至各个部门。

如今，“破墙行动”的成果已经在多个领
域显现出来：客户需求得到快速响应，拨打电
话语音操作的平均耗时从60秒缩短到7秒；
技术开发成本降低，作业性能提升；各部门现
有框架制约被打破，改为以项目为引导，车联
网开发得到迅速推进。

有人说，东风日产很多时候并不像合资企
业。例如，合资车企大多都头疼产品引进——
外方的胆子太小、步子太慢，但东风日产的产
品一款接一款，短短几年就成了中国产品线最
丰富的合资乘用车企业之一，连续4年销量稳
居百万量之上，领跑合资阵营。此次“国六”
产品切换之快、车型之全就很能说明问题。

东风日产是如何做到的？陈昊认为：“关
键是把合资企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建立‘相
互信赖，高度融合’的企业文化，让文化成为
内驱力。”

合资企业最难融合的就是文化。事实
上，与所有合资车企一样，在度过短暂的“蜜
月期”之后，东风日产也出现了利益冲突、资
源错配、策略僵化及信息不畅等问题。不过，
中外管理层通过反思很快意识到，问题并不
完全在于双方的话语权之争，主要是思维与
做事方式不同使然。为此，东风日产专门召
开会议加强沟通，就企业未来发展所涉及的
基本规则达成共识，引导双方超越文化差异，
从根本上消弭对立思维带来的消极影响。

更重要的是，在文化融合创新过程中，东
风日产没有将工作简单落到纸面上。他们让
所有员工参与其中，对照自身问题作出改善，
从而推动企业从“合资”到“合智”“合力”“合
心”的转变。

如果说，技术创新是驱动企业前行的“硬
实力”，那么文化就是驱动企业前行的“软实
力”。“企业文化是多年积累而成的，非一日之
功。企业文化不好，就如同土地不断流失养
分，再肥沃的土壤最终也会变得贫瘠。”东风
日产经营管理总部副总部长郑乐华表示，东
风日产极为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在东风日
产，每一个办公区域的布置、每一次企业文化
的宣讲，用心程度都不亚于做一款新车。”

在东风日产办公楼内，上万张员工笑脸
组成的“笑脸墙”蔚为壮观。“这些笑脸传递出
的正是在‘快乐理念’熏陶下，东风日产员工

‘以企业为家’的精神风貌。”陈昊表示：“东风
日产企业文化的强大之处在于激活了员工的
积极性与创造性，让每位员工都把自己当成
企业的主人和命运共同体，大家同舟共济，休
戚与共，一同驱动这艘大船平稳航行。”

联想按下智能化变革快进键——

把握好智能化变革的大趋向
本报记者 黄 鑫

本版编辑 韩 叙 秦文竹

创维宣布

推出包括大幅

降价等在内的

营销策略，助

力OLED电视

走进千家万户。

（企业供图）

东风日产为何能领跑“国六”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忠阳

东风日产为何能领跑“国六”？这一方面得益于其前瞻性的战略布

局与产品规划，另一方面得益于公司不断增强的研发与制造实力

东风日产认为，汽车产业的竞争从来都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

比的不是一时快慢，而是长期的能力与耐力

上图 东风日产焊装车间自动化率达87%，每个装配孔位精度可以控制在1mm内。
右图 东风日产先进工程技术中心工程师在对汽车底盘组装调试。

本报记者 杨忠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