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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电器八月15家新店齐开
多元门店模式满足消费分级
从讲求品质感的“消费升
级”，到以拼多多等平台为代表的
“消费降级”， “消费分级”带来
的零售分层无处不在。 以单一模
式扩张的零售企业显然无法让所
有消费者买单。 正值新一轮开店
扩张期的零售巨头五星电器展开
多元门店模式布局，8月即将开出
的15家实体新店中包含了四种门
店模式： 主打全消费层的京东&
五星电器无界零售体验店、 主打
升级消费的BIG BLUE蓝色旗
舰店升级版、 主打社区的Mall店
和主打乡镇消费的万镇通店。
五星电器副总裁景星表示，
2017年以来
“
消费升级”的呼声空
前高涨，
“
品质感”、
“
生活方式”成
为零售业瞩目的焦点。如今
“
拼多
多”等平台爆红，又把
“
消费降级”
推到聚光灯下。“
升级”和
“
降级”
所透露的不过是需求分层的信

号。正因一早嗅出这个信号，五星
电器最近2-3年不断创新推出新
模式店。 创新始终是服务于市场
需求，服务于效率。
据介绍， 京东&五星电器无
界零售体验店在8月份有三家大
店开业，分别位于福州、温州和安
徽黄山， 平均每家店的经营面积
都在5000平米以上。 此类店面主
打全消费人群， 店内既包括了京
东线上热销的高性价比商品和互
联网品牌，比如小熊小家电、小米
电视等； 也包括了五星电器带来
的大量消费升级类商品， 比如卡
萨帝、索尼、西门子、方太、老板等
的顶级体验厅。 在销售方式主打
全渠道销售， 消费者既可以店内
体验下单自提， 也可以通过线上
和微信小程序下单派送。
五星电器零售起航的第一
家门店山西路店也将于8月17日

创维彩电新掌门上任
三把火会烧向何方？
近日， 创维彩电业务的
新掌门人王志国，走向台前，
首度亮相。
王志国接受采访时表
示：“互联网时代企业不能用
不透明的方式卖产品， 因此
产品研发被创维推到第一
位。 ”据透露，他将直接承担
“
KPI”。
创维此前刚刚历经一轮
“新老交接”， 二代接班人也
随之浮出水面。
一个月前，80后“新 生
代” 王志国正式出任创维
RGB董事长、法人代表，任期
三年。 而操盘彩电业务多年
的创维集团总裁、 创维数码
CEO刘棠枝， 不再兼任创维
RGB职务。
目前， 电视业务占据了创维
近七成的营收， 这一业务的
掌门人是谁， 对创维来说非
常关键。
谈及这一轮人事变动，
王志国表示：“我进入创维已
有八年。 如果外界要问，为何
此次创维会选中我， 那么可
能就是因为我在创维时间
长、懂技术。 ”

创维彩电掌门人王志国

创维旗下的互联网彩电
品牌酷开， 就是王志国与创
维创始人黄宏生之子林劲一
同创立的。 目前林劲担任酷
开网络董事长， 并担任创维
数码执行董事。 酷开在市场
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并获
得了互联网资本的青睐。 百
度、腾讯、爱奇艺均曾向酷开

抛出橄榄枝，并投资入股。
对此番人事调整， 刘棠
枝也对记者回应称，“创维集
团制定了未来五年的转型计
划。 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企业
付出比原来多几倍的努力，
脱几层皮。 ”他同时称，智能
电视的商业模式需要建立内
容服务和生态,而王志国此前
恰恰是从事内容经营的，这
一人事任命符合创维发展的
需求。
他透露：“王志国负责电
视业务之后背负的KPI就是
要把未来智能电视的商业模
式、生态模式建设好。 ”
为了加快让业绩“见成
效”，目前创维已经在内部开
始了一系列动作。 王志国说
到， 创维在去年对营销团队
进行优化， 把原来的42个分
公司缩减成31个。 同时，价格
更高的OLED电视被管理层

认为是提振电视市场的动
力。 近日，创维也一口气发布
了数款OLED电视。
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
认为：“今年以来， 创维动作
频频， 并提出营收千亿元的
目标，这对现有管理层来说，
是一个挑战。 目前，创维开始
在电视领域尝试新的发展思
路和发展模式， 这需要王志
国这样的年轻的、 有经验的
管理层走到一线。 创维的这
一轮人事变动， 让各管理层
职责的界定更为明晰， 有利
于其长期发展。 ”
（中国家电网）

从南京市军人俱乐部迁址到湖南
路商圈新开。其设计、体验都会在
BIG BLUE3.0最高等级蓝色旗
舰店的基础上再升级， 打造新的
旗舰店范本，并融入电器、家居场
景消费体验。 该店主打都市消费
升级人群。 五星电器在开业促销
价格上也投入了大力度，再现
“
家
电价格盆地在南京， 南京价格盆
底在五星”的盛况，比如iPhone全
系列产品的价格都接受线上线下
双线比价。
8月开业的还有9家五星电器
万镇通乡镇店，分布在江苏7个地
级市， 满足乡镇市场对高性价比
的真品、正品的需求。五星电器万
镇通负责人郭辉表示， 乡镇市场
的消费者追求低价， 但并不是追
求山寨和假冒伪劣。 电器安全性
非常重要， 五星万镇通要给乡镇
顾客提供大品牌的特价机型，追

求的是价廉物美。
当行业忙于
“
广撒网”占领市
场，五星电器一面加速扩张，一面
细分区域市场、精耕细作，将多种
门店模式因地制宜、 有所取舍地
布局到各个区域。 根据此前公布
的计划， 五星电器今年将新开60
家直营店、超过100家万镇通乡镇
店。 其中与京东合作的无界零售
体验店2年内至少在全国布局20
家，乡镇店也将在安徽、河南两省
快速布点拓店， 不再满足于江苏
这个
“
大本营”。 经过3年的蓄势，
五星电器将以
“
多元布局”的发展
策略扩张全国， 加速重构零售版
图。
（小伍）

三星：

未来三年将对人工智能和
5G等投资220亿美元
北京时间8月8日下午消息，三星集团宣布，公司将在未来三年
内对目标领域——
—比如人工智能和汽车科技零部件等——
—投资
220多亿美元，因为公司希望在手机和内存芯片以外寻求新的增长
动力。
这项投资的大部分将用于三星电子—集团的明珠和全球排名
第一的智能手机、半导体与电视制造商。 公司称，其打算到2020年
之前重金投资四个关键领域：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新的第五代或5G
蜂窝技术，这些领域都囊括在公司的庞大组织之下。 其他资金将用
于集团的新兴制药公司，这些公司专注于合同制造和生物仿制药。
三星是韩国最大商业帝国， 拥有62个跨越从人寿保险到主题
公园等各领域的子公司。 三星集团未提供新投资的具体细节。 但这
些支出代表了三星自2010年开始寻求新业务领域的最广泛投资。
总体上，若加上先前已经宣布的投资，公司将在三年时间内花
费180万亿韩元(约1610亿美元)，其中包括在半导体和显示屏领域
的支出。 根据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部门估计，其中大约1000亿美
元将用于资本支出。 2017年，三星为上市公司中资本支出之最。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三星实际领导人李在镕已将创新作为整
个集团的首要任务。 10月份，三星电子董事长权五铉表示公司正
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 并且“目前很难找到新的增长领
域”。 公司随后在3月份替换了全部的三名首席执行官。
去年由于李在镕在贪腐调查中身陷囹圄导致集团领导层出
现真空，三星未采取任何大胆举措。 2月份李在镕缓刑释放后，已
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周一，他于出狱后首次在韩国公开露面，在平泽的三星半导
体工厂会见了韩国财政部长。 在访问期间， 财政部长金东兖
(KimDong-yeon)称三星对重塑韩国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韩国总
统文在寅视创造就业， 尤其是为为充分就业的年轻人创造就业，
为国家首要任务，表示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会导致全国性危机。
三星因此表示， 这些投资将在未来三年内直接带来40000个
就业机会。
三星也在汽车技术领域加紧了步伐：2016年末公司宣布以80
亿美元价格收购哈曼国际工业 (为公司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收
购);去年公司又发起一个价值3亿美元的汽车技术投资基金。
三星还在积极发展其AI能力：5月份在英国剑桥、多伦多和莫
斯科分别开设了新的研究中心。 公司计划到2020年之前打造一个
至少拥有1000名AI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的内部团队。 届时，三星希
望可以将AI功能和互联网连接整合到公司的所有产品中。
三星上一次宣布集团层面对新业务的
重大投资方案还是在2010年，彼时计划在未
来十年内在医疗设备、电动汽车的可充电电
池以及生物制药等领域投资200多亿美元。
（木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