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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梅报道：“放置于火车站、商
超、小区的安防机器人可以抓捕犯罪嫌疑人；大
容量的配送机器人可以负责送餐、送水等工作；
陪护机器人不仅能够唱歌跳舞、辅导作业，还可
以提醒患者吃药、陪伴聊天……”日前，创泽智能
机器人（甘肃）有限公司甘肃负责人李建告诉记
者，作为甘肃首家人工智能制造企业，公司已与
5家企业签订了价值近10亿元的人工智能产品
供应意向协议。

10月29日，甘肃省智能制造产供销对接活
动在兰州皇冠假日酒店举行。本次产供销对接活
动主要围绕加快人工智能及智能机器人在智慧政
务、智慧党建、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金融、智
慧旅游、智能环保、智能消防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促进人工智能高端产业链逐步形成，助力全省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转型，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创泽智能机器人（甘肃）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
年9月份，是创泽智能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全资控股子公司。目前，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消
毒杀菌机器人、导医导诊医疗机器人已成功应用
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院等单位。

同时，公司还成功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新一
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揭榜”单位榜单。
这意味着该公司已经进入人工智能科研领域“国
家队”，未来将进一步加快智能公共服务机器人项
目技术攻关步伐。

“天下一笼，上海味
道”——位于上海豫园
九曲桥畔的“南翔馒头
店”里，有无数上海人儿
时的回忆。时至今日，
许多“老上海”还是会在

“南翔馒头店”前排起长
队，就为了吃一口正宗
的“南翔小笼”。

近日，记者来到上
海浦东百联世纪购物中
心又看到了这样的场
景。原来，中华老字号

“南翔馒头店”在这里开
了新店。

记者在现场看到，
约 200 平方米左右的
新店将两侧传统的墙
壁设计更改为大面积的
落地玻璃，给餐厅增加
了更加明快的观感。

据“南翔馒头店”所
属豫园文化餐娱集团执
行总裁金国超介绍，百
联世纪新店是“南翔馒
头店”这家中华老字号
走出豫园商圈，开启连
锁化发展的第一站。

金国超说：“经过近
1年的准备，‘南翔馒头
店’已经明确了连锁化
发展的战略定位，新店
从装修风格到产品结构
乃至制作工艺，都对标
豫园总店。”

新店在产品品质上
如何保持水准？南翔小
笼制作技艺第六代非遗传承人游玉敏表示：“南翔
小笼馒头采用了标准化制作工艺，9克馅料、21克
皮、至少16个褶子一项都不能被打破。”

游玉敏告诉记者，新店点心负责人是已在豫
园总店工作了数十年的老员工，经验十分丰富。
在新店运营前期，她也会驻店，为品质护航。之
后，她则会以不定期、不定次抽检考核等方式跟进
新店运营，确保消费者吃到与豫园总店品质相同
的南翔小笼。

据金国超介绍，新店在视觉设计上很是费
了一番功夫，既要表达出“南翔馒头店”作为中
华老字号的历史感、文化感、地域感，又要准确传
递出品牌的个性主张，并与时下市场的主流审美
相匹配。

“老字号要传承，就必须融入进年轻圈层，只
有被年轻人记住，才能在新时代里留下记忆。”金
国超说。

为适应新商圈顾客的消费习惯，“南翔馒头
店”还在原有的午市、晚市基础之上增加了早
市。记者用手机扫码后看到，早市产品有鲜肉小
笼馒头、三鲜小馄饨、葱油拌面、安心油条，粗算
下来品类超过20种，可以满足大部分消费者的
需求。

“这家店还没开业的时候我们就很关注，现在
他们开业了，我们在浦东也可以吃到正宗的豫园
南翔小笼馒头了！”在附近工作的张小姐中午与同
事们一起在店内用餐。她点了一份原价36元的
午市套餐，加入微信会员后又领取了10元代金券
抵扣。算下来，她的一顿午饭只花了26元，价格
十分亲民。

如今，迈入第一百二十个年头的“南翔馒头
店”正在与其他老字号一起探索传承的新方式，同
时在年轻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业界专家表示，
连锁化经营战略有望推动这一进程大幅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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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泽智能机器人受热捧
签订近10亿元意向协议

本版编辑 韩 叙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零售集团平台业务
中心负责人韩瑞日前宣布，“2020京东11·11
全球热爱季”于10月21日正式开启，截止日期
为11月11日，为期22天。期间，京东将为消
费者带来超2亿件5折商品、超3亿件新品，并
通过预售、“头号京贴”、“双百亿计划”、直播等

“10大招式”，构建“低价好物”“简单快乐”“放
心购买”三大消费主场。

“低价好物”的目标是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极
致性价比的好物。据介绍，“双11”期间，京东
将推出跨店铺、全品类的“头号京贴”，让优惠更
简单。同时，由“超级百亿元补贴”与“超省百亿
元消费券”组成的“双百亿计划”，将给消费者带
来“省上加省”的购物体验。

“简单快乐”的目标是要让购物更简单。比
如，商品页面“预估到手价”的设置能够提示消

费者可使用的优惠信息，让优惠后的价格一目
了然，消费者再也不用“复杂运算”了。

当前，直播“带货”已经成为电商平台标
配。今年“双11”，京东直播将继续努力打造品
质化直播内容，为消费者带来与众不同的体
验。京东还将加入多重泛娱乐营销玩法，通过
以“城城分现金”“京东11·11大赢家”等为代表
的互动游戏以及明星、IP、综艺、盲盒、游戏等多

种元素，打造泛娱乐二次元生态，助力京东与品
牌商共同发展。

此外，今年“双11”，京东还将针对不同层
次、不同场景的消费需求，打造“放心购买”主场。

另据介绍，今年“双11”，京东物流将继续
发挥自身优势，提升消费体验。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京东以28.86%的
市场份额位居中国家电零售全渠道第一位；在
笔记本电脑、手机等优势品类继续保持全渠道
或线上第一的位置；京东超市是国内线上线下
最大商超；京东健康则是国内最大的在线医疗
健康平台以及最大的在线零售药房；全品类发
展的京东生鲜已成为中国线上最大的生鲜零售
平台。

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影响，今年的“双
11”格外引人关注，各大电商平台与企业商家
都希望在这一特殊时间点燃消费者激情，引领
消费新潮流。

在乳业领域，电商平台销量一直保持领先
的蒙牛也在积极备战。超低价格、多种优惠，除
了传统的营销方式，蒙牛今年还推出了新“玩
法”——充分发挥大数据优势，通过对消费者精
准画像，提供定制化、限量版的创新产品。

近几年，蒙牛在电商销售领域不断刷新纪
录。去年“双11”当日，蒙牛在各电商平台总计
销售额突破2亿元，同比增长四成，销售额领先
乳制品行业。

今年“6·18”期间，蒙牛又摘取京东及天猫
平台乳制品行业“销量双冠王”。其中，京东平
台销售额同比增长超55%，连续6年保持第一；
在天猫平台，蒙牛旗舰店拿下“6·18”狂欢节首
日乳制品行业销售额第一，旗下各店铺销售总
额也夺得行业第一。

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蒙牛主动求变，在

研发、生产、销售等各环节加速数字化转型。
从2019年起，蒙牛将电商运营的重点从货

品运营调整为用户运营，通过不断丰富大数据
工具，进一步实现对消费人群的精准触达，有效
提升用户的消费体验。同时，蒙牛还将定制化
运营策略与用户人群深度结合，进一步提升店
铺在活动期间的专属页面单品转化率。

对于蒙牛来说，今年“双11”是其检验并
展示数字化转型成果的最好时机。根据计划，

“双11”期间，蒙牛将“系列上新”，包括真果粒
花果轻乳樱花白桃味、纯甄美粒小蛮腰新品限
量版等新品都是充分依托大数据、针对用户喜
好与需求新研发推出的，有望引领乳品消费新
潮流。

眼看天猫“双11”临近，广东顺德小家
电产业相关企业纷纷开足了马力。

已经从业20年的李勇华，最近正在加班加
点忙备货。根据李勇华自己的预测，今年天猫

“双11”期间大约会卖掉5000台母婴消毒柜。
这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毕竟，他的天猫
友多旗舰店满打满算才运营了4个月时间。

今年天猫“双11”，全国2000个制造业
产业带全员“参战”，其中有30万个外贸工厂
成立不足1年，李勇华的友多就是这30万分
之一。

李勇华的工厂做过代工，也做过外贸。今
年8月份，阿里巴巴“春雷计划”在广东佛山
落地，助力佛山制造业产业集群数字化升级。
在阿里巴巴“春雷计划”的带动下，李勇华开
起了天猫店。

“无论是做代工还是做外贸，企业的命运
说到底都不在自己手里。”李勇华说，“做代

工，是品牌方说了算，工厂利润薄，风险大；
做外贸，受国际影响太大。”

为了不受人所制，李勇华把二次创业的重
心放在了天猫店上。“我们虽是小牌子，但产品
质量是拿得出手的。而且，我们还做了一些微
创新，并获得专利。同时，在天猫开店可以直
接面对消费者，不仅可以拿下属于自己的市
场，还可以根据消费者反馈的信息加快迭代。”
他表示，自己最期待的是阿里巴巴聚划算平台
即将举办的“卖空行动、一起挺你”活动。根
据计划，这场活动将“卖空”100个特色产业带
产品，这将为产业带商家带来巨大机遇。

对此，李勇华感受颇深：“今年‘双11’，
我们仅母婴消毒柜就备了5000台，是平时月销
量的3倍。我们准备好了，也有信心卖得掉。”

来自网商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天猫“双
11”前夕，顺德小家电产业带商家贷款数量位
居全国前列。这表明，顺德小家电产业带商家

备战“双11”最为积极，对于未来也最有信心。
距离李勇华工厂不远，是上市公司小熊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所在地。“小熊在天猫上从
零做到上市，给我们这些工厂很大鼓励。”李
勇华说。2019年8月23日，小熊正式在深交
所中小板挂牌上市，首日涨幅达到44%，成
为当年创意小家电市场最亮眼的“黑马”。在
上市时小熊曾披露，其九成营收均来自于线
上。可以说，小熊就是一个“猫生猫长”的
品牌。

小熊的成功激励了一大批顺德小家电工厂
型商家涌入天猫。用不少顺德商家的话讲：

“通过外贸与线下渠道成为下一个美的或格兰
仕的时代也许过去了，但是通过天猫成为下一
个小熊的机会还有大把。”

今年以来，传统线下工厂与外贸工厂掀起
新一轮“入淘大潮”，全国2000个产业带与阿
里巴巴合作抗击疫情及国际因素带来的不确定
性，加快数字化转型与突围。

今年5月份，商务部官网刊登的《中国产
业带数字化转型——生产、流通与消费的高效
协同》报告显示，阿里平台覆盖了全国70%
的一级产业带，成为全国产业带数字化转型的

“主通路”。从1688、淘宝特价版到淘宝、天
猫，阿里为中国产业带工厂提供了最大规模的
消费分级市场，也为产业带“工厂货”成长为

“品牌货”提供了清晰的运营上升通路。
“抢购顺德小家电，天猫金秋不下线”，这

是广东顺德区委副书记、代区长王勇为天猫
“双11”顺德小家电产业拟的口号。顺德是全
世界最大的小家电制造基地，也是全国2000
个产业带的缩影。今年以来，大部分产业带上
的中小企业一度“失血”严重。可是有“家电
王国”美誉的顺德今年表现不错。统计显示，
1 月份至 8 月份，当地家电行业产值增长
7.2%，出口增长6.6%。众多企业在天猫平台
上的卓越表现带动顺德小家电产业实现了强势
增长。

就在10月 15日，全国第二家、广东第
一家淘宝天猫商家运营中心在顺德正式开
业。未来，这一载体将依托阿里巴巴在数字
化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赋能“顺德智造”。
运营中心的目标是，未来3年内推进淘宝天
猫电商服务及相关生态体系建设在顺德深度
落地，打造5个年销售额过10亿元的品牌、
10个年销售额过1亿元的新品牌，新增淘宝
天猫商家2000家。

“此前，有人评价说天猫‘双11’是‘品
牌的奥运会’。如今，面对疫情等不利影响，天
猫‘双11’对于顺德制造、中国制造有了更深
一层意义。”广州市社科院高级研究员彭澎表
示，“对于中国2000个产业带来说，天猫‘双
11’是中小商家迅速提升品牌形象、获取新客
的最好机会。对于大型制造业企业来说，天猫

‘双11’又是促进企业转型，从‘中国制造’向
‘中国品牌’升级过程中的重大机会。”

顺德小家电产业全力备战“双11”——

我们准备好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 杨

今年的“双 11”比往常来得要早一些——
早在 10 月 21 日凌晨，天猫就开启了今年“双
11”预售，全国的消费者“宝宝们”纷纷守着李佳
琦、薇娅等人的直播间抢货。

几天后，由市场监管总局牵头的全国网络
市场监管部级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联合宣布开展
2020网剑行动，重点任务包括落实电商平台责
任、规范直播“带货”等网络经营活动秩序、依法
惩处直播“带货”等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

14 个部门联合重拳出击，背后是直播“带
货”乱象丛生。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12315平台共接收直播相

关投诉举报 2.19 万件，同比增长 479.60%。而
且，直播相关投诉举报数量排名前五的企业，均
为头部电商平台及短视频平台，显示出平台虽
然享受了直播“带货”的红利，却没有承担起应
承担的责任。

今年3月份，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直播
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显示，使
用淘宝直播的消费者占比高达 68.5%，其次为
抖音直播及快手直播，使用用户占比分别为
57.8%和41.0%，排在后面的依次为天猫、京东、
虎牙、斗鱼。

平台本应扮演消费者权益保障的关键角

色。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建
立商品、服务质量担保机制和先行赔偿责任，以
此来保障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
受到损害时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但电子
商务法并未直接规定网络社交、网络直播等其
他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属于平台经营者，使得
直播“带货”在没有法律法规约束下“狂飙”，进
而影响了消费者体验。特别是直播销售“播后
即焚”的不可回溯性，更让直播间成为销售假冒
伪劣商品的高发区。

针对这些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
新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拟明确“网络社交、网络直播等其他网络服务提
供者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应当依法履行网络交易
平台经营者的责任”，并规定网络直播服务提供
者应当为利用网络直播开展的网络交易活动提
供回看功能。

明确“网络直播”“网络社交”两种电商新业
态、新模式属于电商范围，并进一步确定了监管
规则，有助于这两类电商模式的合规经营，以及
整个细分行业领域的健康、快速发展。希望相
关平台与主播们能够以实际行动消除消费者的
顾虑，让消费者能够在质量有保障、售后有担当
的直播间里放心“开抢”。

直播带火“双11”，平台责任要跟上
□ 佘 颖

京东将打造三大消费主场
本报记者 黄 鑫

蒙牛发挥大数据优势引领新消费
本报记者 许红洲

在位于顺德的广东新宝电器公司工厂内，工人正为天猫“双11”紧张备货。（资料图片）

随着预售开启，今年“双11”拉开了序幕。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双11”意义颇为不同。一方面，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市场一度受到抑制，消费需求

集中爆发；另一方面，各企业、品牌也迫切需要通过一场盛大的购物狂欢加速“回血”。目前，各行业企业已经开足马力生产备货，电商平台也推出了形式

多样的优惠促销活动，物流企业更是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