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衣库提出
“优智双十一”理念

近日，优衣库基于消费者期
待和洞察，在2017年双十一提出

“优智双十一：智慧优生活，聪明
新消费”的全新理念，在提供高品
质高性价比的热卖明星商品基础
上，全面升级O2O新零售体验：网
上下单，消费者可以选择在全国
范围内门店提货，不仅跨省取货
更便捷快速，门店可最快在24小
时内备货完成，还提供更加个性
化的贴心服务，消费者可以根据
试穿体验，更换产品的尺寸，颜
色，还可以免费修改裤长。据了
解，双十一前夕，优衣库联合第
三方调研机构发布的“2017年
双十一消费者期待度大调查”发
现，消费者双十一购物面临诸多
困扰，对“优品质”提出全新期
待。在全国16750位消费者中，
88%的消费者都希望能在双十一
买到既有优惠，又有品质保证的
商品，65%的消费者希望不仅线
上，在门店也能买到同等品质的
当季新品。 青年报 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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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年轻用户渐成海淘主力
■资讯青年报 王霞

作为消费领域最具活力
的组成部分，年轻群体尽管在
消费能力优势不明显，但从来
都 是 炙 手 可 热 的 被 争 夺 对
象。小红书创始人瞿芳在近
日举行的“全世界最美菜市
场”活动中透露，今年其新用
户中近 70%为“95 后”年轻用
户，“几年前被认为是‘白富
美’挚爱的海淘电商，今天已
经成功覆盖到了2、3、4线城市
的‘95后’人群。”

经历了疯狂增长和政策波
动的海淘电商，如今正找到适
合自己的路。而各具特色的垂
直型平台如洋码头、小红书、蜜
芽、菠萝蜜等，也在锻造差异化
优势的路上高歌猛进。社区电
商平台便是其中一路。尽管
UGC（用户生产内容）为主的电
商平台并不多见，但来自社区
电商平台代表小红书近日曝光
的数据显示，如今，更多的“95
后”用户正愈加频繁地在其中
分享来自他们的生活方式，包
括吃、穿、住、行等方方面面的
日常细节，并直接反向影响到
品牌的发展。

“与‘85后’、‘90后’不同，
‘95后’用户对新创品牌和产品
接受度非常高。与超市大牌消
费品相比，他们更加愿意尝鲜
原创新品牌，相信和自己一样
的普通人真实消费体验，而非
明星或时尚博主广告。”

以韩国服装品牌DCG为例，
作为一个从未进入中国市场的
韩国服饰品牌，通过小红书社
区大量的口碑累积，DCG成功吸
引小红书注意而入驻其平台。
通过用户交流社区，DCG清楚地
了解到消费者对于款式、颜色、
尺码的需求与喜好，并据此进
行设计和生产，成功打开中国
市场。目前已入驻国内多家电
商平台。

本次展示全球好物的“全
世界最美菜市场”活动现场，小
红书创始人瞿芳在接受采访时
透露了一组数据：截至今年10
月底，小红书平台的用户总数
已突破7千万人，其中，今年新
增用户有近70%为“95后”年轻
用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
随着消费升级的深度辐射，2、
3、4线城市的海外购物消费在
同步增长迅速，并已逐步跻身
海外消费主力人群。

另外，在小红书平台的社
区中，初创品牌和新产品可以
通过口碑积累，迅速得到消费
者认可。本土彩妆品牌 Hold
Live透露，通过小红书平台上的
用户笔记，消费者可以直接地
看到品牌的故事、产品，甚至还
有试用。其积累的良好口碑吸
引了平台的注意并成功入驻，
通过社区和平台的发酵，销量

实现成倍增长。
在社区筛选良好口碑产品

的同时，小红书也主动出击，积
极寻找更多优秀国产品牌，帮
助其打造影响力。瞿芳对小红
书的模式非常乐观，“我们相
信，只要将顶尖的设计、优秀的
品质和消费者对接，一个具有
市场潜力的中国品牌就会冉冉
升起。”

青年报 王霞

“智能化”正席卷各行各
业。从移动互联时代跨越到

“智能化”时代，以AI为代表的
智能化技术将如何改变职场？

在上周举行的 ConnectIn
2018 大会上，职场社交平台
LinkedIn（领英）作为主办方，邀
请多位国内外领先企业高管、
HR与营销业务负责人共同探讨
智能化大趋势下，企业该如何
用新技术助力人才和品牌战略
决策、激活内生创新力，重塑商
业竞争力。

现场，“2017领英中国最in
雇主”榜单也同步出炉，有20家

“在人力资源管理和人才招募
方面有卓越表现的企业雇主”
荣膺2017年领英中国“最in雇
主”。

据领英相关负责人介绍，
榜单评选基于领英平台大数
据，围绕3个核心指标即人才吸
引力、雇主品牌的社交辐射力
和人才保留力，进行综合分析
与评估。

领英中国商业化负责人于
志伟认为，人才是中国企业实
现商业模式变革和技术创新的
主要驱动力，“如今，‘人才数据
洞察’、‘社交招聘’和‘雇主品
牌’已经越来越来多的被企业
纳入到人才战略的核心议题当

中，通过新的理念和实践进一
步释放人才价值，激活企业的
内生创新能力。”

随着中国企业对海外人才
的渴求与日俱增，领英“海外招
聘服务”通过人才大数据分析、
覆盖海外征才全流程的O2O服
务及海外雇主品牌推广，帮助
中国企业构建体系化的海外人
才战略，精准链接高端人才。

同时，企业HR和招聘负责
人也在通过掌握“社交招聘”技
能与实践，提升招聘效率，向真
正的业务赋能者转型。

针对“智能化将为招聘与
求职带来哪些颠覆性变化”的
话题，领英人工智能副总裁

Deepak Agarwal 表示，“AI 在未
来将改变几乎所有的职业，创
造新的就业机会，也会令一些
工作消失。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相信未来任何职业都可以
被AI赋能，任何工种都可以轻
松的使用 AI，变得更高效且更
具生产力。”

例如招聘工作，AI 技术将
颠覆传统的复杂又多变的招聘
流程，使之简单到成为指尖上
的一些操作，而获取的人才则
与职位更匹配。“这也是领英AI
团队的工作，用AI技术帮助人
们与对的工作机会精准连接，
进而释放劳动力的最大潜能。”
Deepak Agarwal指出。

“智能化”引领人力资源变革“最in雇主”现身

青年报 姜卓

11月5日，2017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智能化精准医疗专业
赛在上海健康智谷迎来巅峰决
战。最终，慧渡（上海）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和绵天科技团队在
近100个医疗健康入围项目中
脱颖而出，分获企业组和团队
组一等奖。

中卫基金创始合伙人李文
罡表示：“在今年，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是非常热门的话题。Al-
phaGo 在围棋领域很快战胜人
类，可以看到一个趋势，我们也
可以利用健康大数据，在医疗中
做出人工智能判断，比如病理、
影像、基因诊断等。在今天的项
目中，我们看到了该领域的布
局，智能化精准医疗是国内创新
创业非常难能可贵的方向。”

他还表示：“今天的参赛项
目非常契合人工智能+精准医
疗的方向。从基因检测到病理
大数据，从人工智能判断到机
器人导航、骨科手术机器人等，
这些项目充分体现了现在国内
创业团队的水平，有些项目已
经和国际水平接轨，可以说走
在了世界前沿。”

据介绍，登上决赛舞台的
14 个创业项目，是从全国近

100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的
双创精英。大赛评委之一的软
银中国资本管理合伙人华平表
示：“此次专业赛呈现两大特
点。首先，参赛的项目技术有
些已经走向国际，以前看过的
项目很多都是在模仿国外，这
次包括基因编辑、液态活检等
项目，已经可以代表世界领先
水平。其次，参赛的创业项目
特别有市场氛围，很多是针对
中国市场开发的产品和服务，
这点特别令人欣慰。”

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志
宏说：“大赛是一个交流分享、
价值发现的平台，评委导师的
指导对创业企业至关重要，而
用市场机制的方式办大赛，充
分展现了对所有创业企业和团
队更大的吸引力。”

AI开启医疗智能化新时代 滴水湖环湖景观带
命名活动开始

10月30日，由上海港城开发
集团主办的滴水湖环湖景观带命
名活动开始。此次活动旨在汇集
市民智慧，为滴水湖环湖景观带
征集通俗易记的名称和口号。此
次活动设采纳奖一名，奖金为
5000元，广大市民可通过上海港
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官网或
官方微信“上海港城投资服务平
台”了解更详细的信息。投稿截
止时间为2017年12月8日，征
集截止后将于12月9日开始评
选。入围作品及获奖等级通过
媒体公示，最后采纳奖的作品将
成为滴水湖环湖景观带的新官
方名称。据介绍，滴水湖环湖景
观带项目位于上海最东南端的
临港主城区。 青年报 于诗婕

西比曼
GMP基地启动

11月4日，西比曼生物科技
集团宣布，位于此地的GMP生产
基地也同时启动，标志着西比曼
的发展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据
悉，西比曼张江基地总面积占地
10万平方英尺，随着此地GMP生
产基地的落成，西比曼完成北
京、上海和无锡三地的总供7万
平方英尺的GMP生产设施布局。
西比曼CEO刘必佐表示：“这对于
公司来讲是一个里程碑，至此，
在中国，我们利用高产量、自动
化的、封闭的细胞培养系统和整
合的化学、制造、控制（CMC）工
艺，自己生产所有质粒和病毒载
体，这就是我们在CAR-T和再生
医学领域显著的特点，为满足现
在和未来的CAR-T临床研究不
断增长的药品需求奠定了基
础。” 青年报 王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