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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SAP宁波智能
制造峰会召开

10月31日，“SAP宁波智能
制造峰会”召开。此次峰会上，
由SAP携手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
府共同打造的“思爱普宁波智能
制造创新中心”正式揭牌。借助
SAP全球领先的物联网、大数据、
云平台等技术服务，双方将以创
新中心为平台，以“立足宁波市、
服务浙江省、辐射全国”为目标，
搭建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的工业
4.0创新平台，有效帮助当地企业
实施智能制造创新升级。

SAP全球执行副总裁、大中
华区总裁纪秉盟表示：“SAP一直
致力于与各级政府积极合作，依
托‘数治省市’战略，帮助地方产
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从而推
动区域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
质量。随着企业加快创新的脚
步，中国将进入成为世界制造
强国的新时代。”

据了解，“思爱普宁波智能
制造创新中心”坐落于宁波市北
仑区。SAP将与宁波经济技术开
发区控股有限公司深度合作，以
智能制造创新中心为载体，利用
SAP Leonardo、SAP S/4 HANA
和SAP云解决方案等最新技术，
结合宁波特色，孵化创新成果，
示范智能生产及智能管理，助力
当地企业智能制造转型升级。

青年报 王娟

苏宁推以旧换新
购iPhone X

11月3日，上海苏宁携手上
海电信在苏宁易购中山公园云
店开启首卖仪式。还没到8点，
长宁云店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长
龙 。 苏 宁 方 面 表 示 ，此 前
iPhone 8 销售相对比以往苹果
新机相对平淡，不少果粉一直在
等卖点更多的 iPhone X。“苏宁
上海首批到货5000台，后期会陆
续到货1.5万台，苏宁前期与厂
商密切合作，货源相对丰富，后
期也将进一步与厂商沟通以保
证货源。除了线下排队的人气
火爆，线上同步预定火爆。在苏
宁易购官网预定量相加已突破
150万。”据了解，iPhone X可谓
苹果历史上最贵的一款手机，国
行 64GB 版本售价为 8388 元，
256GB 版本售价为 9688 元。为
了满足消费者的换机需求，此次
上海苏宁针对iPhone X提出了

“以旧换新”优惠政策，消费者凭
旧机最高可抵五千元的优惠。
而此次与上海电信的合作，苏宁
针对首购的顾客，购机办理电信
本地不限流量套餐，优惠后每月
仅需99元，并可免费叠加一张副
卡，共享套餐资费，单人月均仅
需49.5元。

青年报 姜卓

青年报：亚马逊如何挑选
纳入Prime会员服务当中的商
品？

顾凡：我们的目标是把海

外购所有的产品都纳入到Prime

会员服务当中，并且尽量解决

一些商品因为过大和过重而没

有加入Prime会员服务的问题，

最终做到将尽可能多的选品纳

入 Prime 会员服务。决定一件

海外购商品是否有 Prime 会员

服务支持，背后有一套复杂的

系统，这个决定是依据中国顾

客的需要而定。我们会加速将

海外购商品纳入 Prime 会员服

务的进程，相信很快Prime会员

支持所有海外购商品的目标就

能实现。

青年报：亚马逊Prime会
员在中国已经上线一年了，这
一年中国Prime会员的消费特
点是什么？

顾凡：中国消费者对生活

品质的要求不断在提升，越来

越多的人有了海外购的需求。

一年中我们看到会员在亚马逊

美国、亚马逊日本或者亚马逊

英国购物时有不同的侧重和需

要。比如消费者喜欢在亚马逊

美国上购买鞋靴和营养品，在

亚马逊英国上购买小家电，而

在亚马逊日本上则是购买母婴

类产品。现在亚马逊德国也已

经上线海外购商店，我们迅速

看到，消费者青睐家居、奶粉等

等一些德国具有优势的产品品

类。

青年报：现在Prime会员服
务已经扩大到海外购德国站点
了，下一步会引进其他国家的
产品吗？

顾凡：虽然计划不是很方

便透露，但是这样的想法我们

是有的，因为我们要不断去寻

找中国客户需要的商品。在引

入产品时，我们需要从两个维

度考量，一个是中国消费者的

需求，另一个是和现有选品的

互补性。我们未来在增加选品

时不只是图“量”而是图“质”，

引入客户喜爱的，但还没有覆

盖到的品牌，以及这个品牌下

没有覆盖到的选品。同时各个

现有海外购站点的 Prime 会员

选品也在不断增加。另外，我

们也会帮助中国消费者引入一

些小众的但是品质极佳的产

品，帮助中国消费者去了解这

些品牌的历史和优势，也就是

说和客户一起在海量的海外选

品中再发现。我们希望通过这

些努力将“一站购全球”这个愿

景一步一步实现，脚踏实地地

一点点做好。

Prime会员服务周年庆
全面升级会员礼遇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
底，亚马逊Prime注册会员数比
上线首月增长超过 8 倍，并且
Prime 会 员 服 务 已 经 为 中 国
Prime 会员节省了过亿元人民
币的运费，极大释放了消费者的
购物热情。

据悉，在亚马逊中国第四届
“海外购物节”期间，Prime会员服
务在选品规模、物流配送、专享优
惠和客户服务方面进行了全面升
级。

选品规模上，随着海外购德
国站的全新上线，亚马逊Prime
已经支持亚马逊海外购的逾千
万 国 际 选 品 ；同 时 ，亚 马 逊
Prime 会员即日起还将全面支
持香港保税仓的国际大牌选品。

物流方面，亚马逊中国正式
宣布北京和上海的Prime会员

在订购海外购美国的选品时，可
享受最快3至5个工作日送达的
配送服务。跨境物流的这一突
破性提速，在繁忙的购物季为消
费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优惠方面，Prime会员还将
在一系列亚马逊中国的重要大
促活动期间，享受专属或叠加优
惠。亚马逊中国还将特别上线
Prime会员7x24尊享客服，提供
全年无休的资深客服代表的专
业服务。为庆祝亚马逊 Prime
会员服务一周年，亚马逊中国将
自 11 月 27 日起特别推出 288
元/年的Prime会员年费尊享价，
以回馈中国市场对Prime会员
服务的喜爱。

美、英、日、德四站点
打造海外购嘉年华

随着10月16日正式对接
亚马逊德国站，亚马逊海外购首
次集齐亚马逊美国、英国、日本

和德国四大海外站点。这使得
本届海外购物节无论从同步优
惠的站点数量还是优惠商品总
量，都成为亚马逊海外购上线以
来规模最大一次。

据悉，即日起至 11 月 12
日，亚马逊海外购首度推出专为
中国市场定制优惠的“海外购嘉
年华”活动，涵盖美国运动潮牌
Champion、风靡全球的舒适鞋品
牌Crocs、英伦潮流风尚鞋履品
牌Clarks、时下大热的时尚休闲
包袋品牌Kipling、以独特风格
著 称 的 时 尚 品 牌 Vivienne
Westwood、深受全球父母信赖的
奶粉品牌Similac雅培、著名推
车品牌Graco、家庭必备的小家
电品牌Philips飞利浦等一系列
大牌。

11 月 13 日至 26 日，亚马
逊海外购将相继推出“黑五尖货
抢先购”及“真黑五72小时全球
狂欢”活动，通过同步四大站点

的数十万个优惠让消费者能足
不出户加入全球“真黑五”狂
欢。作为“海外购物节”的高潮，
亚马逊海外购商店“黑色星期
五”当日的抢购将于11月23日
23点与亚马逊日本同步开始，
并于11月25日15点与亚马逊
美国同步结束，中国消费者可以
独享跨时区40小时的不间断全
球购物狂欢。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4 日，
“网购星期一”活动将全面拉开
帷幕，带来堪比黑五折扣力度的
新一轮大促。

亚马逊精品超市上线
打造一站式国际优选平台

此次，亚马逊中国利用进口
直采、香港保税仓和品牌直供等
多渠道业务优势，推出引领精
致、健康、安全品质生活方式的
亚马逊精品超市，打造购买海量
优选国际正品的一站式网购平
台。

据介绍，亚马逊精品超市汇
集了来自全球56个国家3000多
个优质品牌的逾4万个选品，覆
盖母婴、玩具、食品、酒水、美妆、
个护和家居、厨具等多个品类。
无论是热爱精致优雅生活的都
市白领、关注自然健康生活方式
的健康一族还是希望为孩子营
造安全快乐生活空间的家庭用
户，都可以在亚马逊精品超市一
站式满足日常生活所需。

在亚马逊中国第四届“海外
购物节”期间，亚马逊精品超市
还将带来4件 5折的超值优惠
和全场叠加红包等促销活动，让
消费者以有竞争力的价格享受
高品质日用品。此外，精品超市
还将与银联卡携手推出联合促
销，让消费者享受更丰富的叠加
优惠。

亚马逊启动第四届“海外购物节”
Prime会员服务、海外购、精品超市三大核心强势抢滩年终购物季

10月31日，亚马逊中国在北京宣布，正式开启第四届“海外购物节”，全面集结来自亚马逊中国及
亚马逊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四大海外站点逾百万个优惠商品，折扣低至售价5折，打造一场真正全球
联动的购物狂欢节。据介绍，第四届亚马逊“海外购物节”横跨11·11、“黑色星期五”和“网购星期一”等
重大年终网购节点，时长超过三十天。届时，亚马逊Prime会员服务、海外购、精品超市三大核心业务将
联手为消费者在年终购物季带来丰富的定制惊喜。 青年报 姜卓

“我们将不断寻找中国消费者需要的商品”
——亚马逊中国副总裁 顾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