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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栏
廊坊铭顺志远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尚伟丽与你方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3日上午10时在
本院胜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许卫国：本院受理原告周口市跨世纪运输有
限公司诉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川汇区人
民法院第六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王光森：本院受理原告李瑞虎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冀 0432民初 1263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马飞：本院受理原告陕西宝元商贸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
限、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30（遇节
假日顺延）在综合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丁新生：本院受理原告陕西宝元商贸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30
（遇节假日顺延）在综合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刘晓伟：本院受理原告西咸新区鼎安商务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与路庆股东损害公司
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及（2021）陕0102
民初3800号、（2021）陕0102执保431号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30（遇节假日顺延）在综合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邓双林：本院受理原告匡敬兴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30（遇节假日顺延）
在综合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陕西中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陕西中润实业
有限公司延川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陕西龙
鑫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陕 0102 民初 5694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而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沈海峰：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陕 0102 民初 3046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张治韦：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陕 0102 民初 3048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苏军：本院受理原告张占东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内 0402 民初 1930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
钟庆丰：本院受理原告王生旭诉赵晓梅与你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次日 8时 4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千人
桥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杨贺：本院受理原告刘敏仪与被告杨贺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豫0402民初303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王文凡：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安龙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长期在外，无法与你取得联系。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义务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08时 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冯刚：本院受理原告谊度（深圳）科技有限公
司诉冯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该案的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 10时 0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太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将依法缺席判
决。 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
朱明珍：本院受理原告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豫0221民初1416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我院民一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
朱明珍：本院受理原告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江苏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外出，具体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定于 2021年 8月 16日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
三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
唐光钱：本院受理原告沈玉辉诉你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长期在外，无法与
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权
利义务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
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胡伟：本院受理原告何开江诉你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长期在外，无法与你
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
义务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8
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贵州祥丰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柳泉、潘学
忠：本院受理原告贵州云猫量子商务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长期在
外，无法与你们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权利义务通知书、证据材料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届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永太村 4组 58号张本权：本
院受理原告孙养秀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
告送达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和 30日之内，本案定于 2021年 12
月 16 日 10 时 00 分在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
院中和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开庭审理。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三汇口乡金山村6组29号郑
光新、袁春梅：本院受理原告袁定伟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之
内，并定于2021年12月16日14时30分在重
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中和人民法庭第一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开庭审理。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陕西省大荔县羌白镇南德村六组21号王伟
星：本院受理原告谢自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书。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之内，本案定
于2021年12月16日9时00分在重庆市开州
区人民法院中和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开庭审理。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四川省岳池县裕民镇羊山寺村9组18号唐
登财：本院受理原告李自得与被告唐登财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渝0154民初1335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并交纳上诉费，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中和镇东升街 17号周刚：本
院受理原告袁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
本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之内，并定于 2021年
12 月 16 日 14 时 00 分在重庆市开州区人民
法院中和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开庭审理。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 本报记者 卢 岳

重要约会怕杂乱、商务宴请没档次
……曾几何时，被越来越多消费者认可
和热衷的火锅，在火遍全国走走向世界
的同时，却始终难以摆脱随意有余又仪
式感不足的“伪高端”的标签。业内人
士指出，如今，随着火锅行业“产品主
义”的极致回归，横跨在高端餐饮和火
锅之间的顽固壁垒或将被彻底打破。

实现口味与高端用餐需求的融合

法国大溪地香草、帕马森干酪、林
肯郡卷毛猪、钻石黑松露，提起高端食
材，多数消费者首先想到的是价格不菲
的西餐厅。然而如今的火锅界食材也
绝对大有来头——摒弃火碱发制改用
木瓜蛋白酶嫩化技术发制的新西兰毛
肚、海拔 2500多米的茂汶收鲜花椒、野
外严寒中生长的笨菠菜、喜阳菌种绣球
菌……这些食材，正出现在高端火锅赛
道黑马巴奴的餐桌上。在高端考究的
食材背后，近 200元的客单价格却没有
让消费者望而却步。以刚过去的七夕
节为例，巴奴火锅多家门店的翻台率成
为热点话题，除北京、上海、西安的翻台
率均达到 7以上外，其不久开业的华南
首店七夕当日高达8.3的记录更是位列
全国门店翻台率首位。北京悠唐店的
小桌等位更一度超过了500桌。

在服务至上的时代，强势回归的
“产品主义”是如何引领行业升级并打
破原有体验壁垒的？“菠菜、鸭血、毛肚
都是最常见的火锅食材，但能把原本普
通的东西做到极致，感觉比那些原本就
量少价高的东西更难得，”近日，重度火
锅爱好者李晶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吃火锅的高端体验不仅体现在食材

上，还要体现在就餐环境、服务及更多
的细节中。“比如涮品精确到秒的提示，
比如不同食材对应的不同调味方式，比
如考究又科学合力的菜品码放等，这些
全部的完美呈现，才能换来高端的就餐
体验。”

而另一位商务人士王达则坦言，高
端火锅的崛起让当下年轻人的口味喜
好和商务需求得以融合，打破了火锅就
餐中随意的尴尬印象，摒弃了喧闹的就
餐环境和嘘寒问暖式的过度服务，更私
密的空间、更精致考究的菜品和恰如其
分的服务释放了大量社会精英群体的
严苛新就餐需求。

行业升级 从拼服务到拼“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在走出“亲民”拥
抱高端后的巴奴交出的成绩单格外瞩
目。相比几日前海底捞发布的半年报
中，净利润 9452.9万元实现扭亏为盈，

但翻台率持续走低、管理水平亟待提
升的喜忧参半，以巴奴火锅为代表的
高端火锅新势力，正释放出火锅细分
化品质竞争时代的到来。本报记者注
意到，巴奴火锅除了稳步开店外，近年
大动作也格外吸睛——已累计建立共
4座中央厨房、在重庆拥有集研发、生
产于一体的底料加工基地、继去年获
番茄资本近亿元融资后，今年即将完
成超 5亿元新融资……尽管双方在体
量和实力存在较大悬殊，但可以看到
的是，巴奴在产品主义和火锅高端化
的道路上越走越开阔，并不断在拓展
火锅行业的产品高度与运营深度，更
在以海底捞为代表的“服务至上”时代
后，再次开启了“产品主义”时代的新
大幕。

巴奴火锅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产品主义”理念更是一
种长期主义。“巴奴要做的和始终在做

的，就是坚持食材的极致品质、坚持服
务的恰到好处、坚持标准和供应链的
不断升级、坚持稳扎稳打不盲目扩
张。”本报记者看到，2020 年其投资约
1.5 亿兴建的新央厨正式亮相，“能冷
鲜不冷冻、能天然不添加、能当天不隔
夜”的食材标准屡获好评、餐饮业第三
代供应链引发业内外关注。而长期主
义下巴奴对产品的深耕，则让疫情后
时代餐饮业屡受重创时，其能交出一
份份满意的数字，并吸引着资本市场
的持续关注。

大众餐饮业迎高端发展热潮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消费升级需求
的不断凸显及疫情后时代的市场洗牌，
高端细分化餐饮无疑是未来餐饮业的
热点，“品质餐饮”的市场需求正在多个
品类上渐渐显露，这也让更多大众餐饮
赛道的头部品牌也开始瞄准这一波品
质餐饮的红利。

本报记者看到，除了巴奴在品质火
锅的道路上成功“出圈”外，喜家德推出
人均300元到500元的高端饺子品牌也
大获全胜，新荣记以贵出名更是一座难
求。相关专家指出，在疫情之下“性价
比”称王的表面之下，消费者对品质餐
饮需求增长明显，商务消费和私人宴请
的高端需求开始从高端传统中餐像面
点、火锅、烧烤等细分领域延申。

专家指出，和2012年被提出“价格高
端”概念的高端餐饮不同，当下的高端餐
饮的“产品主义”则是“品质高端”，除了菜
品外，回归到火锅行业，以巴奴为代表的
高端火锅业态诠释了一个从锅底、小料、
吃法到菜品、环境的高端，而这种高端餐
饮的走俏则是消费者从满足口欲向追求
精致生活消费态度的转变的真实体现。

□ 本报记者 卢 岳

“我们预判，未来10年家用服务机器人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拉
动力之一。”九号公司董事长高禄峰在赛格威新品发布会上如是说。

随着机器人技术的日益成熟，产品智能化功能的日益完善，家
用服务机器人离消费者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近，加上人们对生活品质
的要求不断提升，通过智能科技提升生活体验成为家庭智能化消费
的重要驱动之一。

市场需求空间巨大

提到家用服务机器人，更多人想到的就是扫地机器人。随着可
规划式的智能扫地机器人出现，扫地机器人市场迎来快速的成长和
爆发，但放眼整个居家场景，家用服务机器人仍有着广泛的市场增
长空间，面临着一片广阔的蓝海。

对比智能扫地机器人，智能割草机器人似乎在国内消费市场还尚未被更多消费者
熟知。但当放眼全球范围，尤其是西方欧美等多具备私人草坪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市场
对于智能化、高效化割草机器人产品有着很强的需求。相关数据统计，割草机器人目前
已经开始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市场年复合增长率接近20%。2020 年，割草机器人市场
销量就已经达到 90 万台，市场规模超 10 亿美元。

传统产品存使用痛点

业内人士指出，虽然割草机器人事实上已经发展多年，但目前市场上现有的割草机
器人产品普遍面临两个痛点。

“第一个问题是，传统的割草机器人在工作前，需要进行预埋线，以便设置好工作范
围，而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繁琐的工作且成本不菲，据了解，部署人工埋线大致要花费
300-400欧元，耗时同时还会产生大量噪音；另一方面，目前传统割草机器人大多采用
随机性割草模式，这导致被作业的草坪容易出现重复覆盖以及覆盖不完全等问题，导致
工作效率较低、质量差及能源消耗较大等问题的产生。”该业内人士指出。

面对行业长期存在的痛点，头部企业则在不断创新中尝试打破技术和发展壁垒，并
做出喜人成绩。记者看到，9月2日，九号公司发布了全球首款超静音无边界智能割草
机器赛格威智能割草机器人，其独创的EFLS融合定位系统或有望破解行业多年存在的
两大痛点。

将成家用服务机器人又一快速增长品类

近日，九号公司家用服务机器人事业部总经理任冠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首先
赛格威智能割草机器人开创性地实现了无须预埋线设置，只需要通过手机APP遥控机
器人在院子中绘制一张工作区域地图，地图中会记录院子的形状、边界的位置、需要避
开的禁区，设置更加便捷。其次，赛格威智能割草机器人采用了规划式工作，在工作过
程中会基于所绘的工作区域，自主规划选择最优的工作路径，工作效率更高，工作质量
更好，能耗更低，从而大幅节省成本，也更加智能环保。

“我们希望在三年内能做到无边界割草机器人的第一，数量级上应该是几十万台。”
任冠佼对赛格威智能割草机器人充满信心。

行业专家指出，对于目前的家用服务机器人市场，产品的最根本属性还是要为消费
者提供有价值的服务，智能扫地机器人因为可规划式的出现成为首批进入快速增长赛
道的家用机器人产品。而打破传统产品痛点的全新智能割草机器人的出现，同样为人
们提供了更加智能、高效有价值的服务，将成为家用服务机器人又一快速增长的品类。

该专家指出，家用服务场景广泛且多样的，除了扫地机器人和割草机器人外，对于
其他场景，家用服务机器人仍有很大的需求空间，且整个行业也正处于智能化、高效化
的升级阶段，这对行业中依托技术研发，不断推动产品智能化升级的优秀企业而言，无
疑是一个巨大的蓝海市场。他指出：“可以预见，随着后续更多有科技、研发实力及品牌
及渠道优势的公司入场，家用服务机器人市场将凭借智能化升级，在改变消费者生活方
式同时，也为行业和消费市场带来全新的商业空间。”

从“服务至上“到“产品主义”

火锅消费从“伪高端”走向“真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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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睿国际发布全球羽绒服调研报告：波司登规模全球第一

本报讯（记者 朱 兵 □ 罗水妹）9
月10日上午，第四届中国智慧零售大会在
深圳福田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大会特别
邀请在智慧零售探索中，有创新成果或重
要实践的代表性零售企业，分享最前沿的
思考和探索经验；汇聚在消费领域进行新
技术创新应用的企业，现场展示最新技术
应用成果与解决方案；同时邀请在社区零
售和社群营销中积极探索优秀企业，深入
进行案例解读，共同搭建智慧零售资源生
态。

本次大会作为“深圳购物季”系列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圳创造智慧零售
发展先机，提升消费能级提供智力支持。
大会由深圳市商务局、中国信息产业商
会、中国百货商业协会指导，福田区人民
政府特别支持、福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支
持，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主办，深圳

市智慧零售协会、深圳市连锁经营协会、
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公司承办。

商务部驻深圳特派员办事处副特派
员寇亚南表示，推动实体零售业创新转
型，发展智慧零售，已成为各级政府部门、
协会与企业共同面对的课题。他认为一
是要坚持智能化发展，提高技术创新应用
能力；二是要发展智慧服务，开展线上线
下一体化经营，建立与消费者无缝、持续
的连接，全方位、全天候满足消费需求；三
是要建设智慧供应链，推进供应链各节点
之间的数字化互联互通、无缝对接，建立
由消费大数据驱动，客户营销、商品采购、
库存管理、订单管理等全过程高效协同的

智慧供应链；四要加强智慧管理，运用日
常积累的商品和消费数据，科学把握细分
市场、目标客户的消费特点，优化门店选
址、商品陈列和业态布局。

深圳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简政
表示：深圳最新出台了关于消费扩容的行
动方案（2021—2023），深圳将推出加快高
质量发展中心城市的措施，培育创新型领
军商业企业，发展高端消费场景的功能，
引领推动深圳市加快建设消费中心城市。

大会开幕式上颁发“2020-2021年度
智慧零售系列大奖”，大会组委会从行业新
技术应用创新；经营、商业、组织、管理、服
务等模式创新；全渠道、全产业链、全生产

要素赋能等生态创新；领军者推动智慧零
售创新发展等四个维度，共颁发：新技术应
用创新奖、模式创新奖、生态创新奖、创新
人物奖四大奖项。华润万家、灵智数科、有
赞、乐信等企业获此荣誉，天虹股份谭晓
华、百果园焦岳等人获得创新人物奖。

大会主旨论坛“数智创新-共创未来”
邀请腾讯、华为、百度的嘉宾，共同对智慧
零售的探索之路进行解读。腾讯智慧零
售商务总经理叶剑谈到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不仅仅是 IT系统的数字化，更是用数
字化工具不断贴近消费者，为企业积累数
字资产的过程。面对变局，腾讯会进一步
联合内外资源，发挥C2B的连接优势，帮

助客户从点状的数字化升级，到搭建全面
的数字化增长引擎。

深圳华为云零售业务总经理邓玉鑫
认为“数字化生活”意味着数字赋能的美
好生活正向我们阔步走来，科技创新的数
字化能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便捷。零售
企业未来的变革方向是以消费者体验为
中心，强化品牌力、产品力、渠道力。

“数字经济 .赋能产业新发展”主题对
话环节中，深圳市智慧零售协会创会副会
长谌鹏飞、全国智标委绿色智慧物业推广
中心主任刘政、深圳市大数据产业协会名
誉会长张金鹏、中国电信集团高级技术专
家林克、华润万象天地总经理陈默、乐信

先享后付商业中心总经理冯小川就话题
展开了深度探讨。大家从5G、物联网、个
人信息数字化、供应链、消费者体验等多
维度进行交流。

10日下午，大会召开【科技改变生活】、
【数字创造美好】的主题板块，灵智数科、有
赞、乐信、快手、奈雪、快马鲜生等企业嘉宾
进行分享。灵智数科副总、灵活用工产品
联合创始人李冬说，后疫情时代的共享经
济、零工经济迅速发展，共享用工、灵活用
工等多种新时代用工模式异军突起，对企
业组织模式适配提出更高要求。时代要素
的更迭，意味着企业难以坚守固有的发展
模式获得企业的快速发展，在时代的浪潮
中应该利用数字化手段建立一套匹配企业
与劳动者诉求的管理模式或者工具，以更
好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及社会、技术发展
趋势，让企业成为数智化的组织。

9月 7日，坐标北京 751D·PARK第
一车间，一场主题为“繁星”的时尚发布
大秀完美上演，这场聚合行业顶尖资源
的大秀以纺织非遗为“媒”，以时尚设计
为“介”，成功地探索了纺织非遗传承、传
统蕾丝工艺与全新科技时尚面料的融
合，绘出了一幅中国纺织可持续时尚与
传统文化焕新发展的美好蓝图。

本场发布秀中，蕾丝的潜能可谓
被深挖到了极致，延展出巨大的时尚
张力。舞台设计上亦匠心独运，采用
抽象性线条艺术，增加空间的纵深感，
通过镂空雕刻与镶嵌相结合技术、交
叠的层次感以及炫目舞动的灯光秀，

营造出引人探求的深邃星空，带领现
场观众遨游其中，跟随出场模特一一
解锁蕾丝的无限可能性，从而更深刻
领悟整场发布“科技、环保、回归”的核
心理念，在共享“繁星”满天的浪漫一
刻中，遇见蕾丝的新未来。

第四届中国智慧零售大会在深圳召开

中国纺联搭桥 名企名师发力

新联和·刘薇《繁星》发布会举办
日前，世界权威市场调查机构欧

睿国际刚刚完成 2020 年羽绒服产品
零售渠道销售额、销售量统计，结果显
示，波司登羽绒服规模全球第一，销售
额、销售量同时位列第一，这意味着波
司登已位列全球羽绒服第一梯队。波
司登专注羽绒服 45年以来，以专业品
质和设计，畅销全球 72 国，赢得消费
者认可。此次认证，也充分显示了来
自全球羽绒服市场的肯定。

聚焦羽绒服赛道 规模全球领先

根 据 中 国 服 装 协 会 数 据 显 示 ，
2019年中国羽绒服市场规模就已达到
1209 亿元，2020 年市场规模更是突破
1300亿元，预计 2022年中国羽绒服市
场将达到 1621 亿元。不断增长的羽
绒服市场空间给羽绒服品牌带来机

遇，于此同时，头部品牌竞争也愈发激
烈。羽绒服作为功能性服装，行业进
入门槛有一定的技术竞争壁垒，而波
司登作为专注羽绒服 45 年的专业羽
绒服品牌，具备领跑羽绒服赛道的先
天优势。

自 2018 确立“聚焦主航道、聚焦
主品牌”战略以后，波司登龙头优势更
加凸显，凭借明确的战略指引和“品牌
引领”的发展模式。波司登 2020/21财
报显示，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波司
登营收净利均创历史新高，分别为人
民币 135.165 亿元、17.096 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10.9%、42.1%，比肩 Moncler
成为全球领先。至此，波司登已连续
5年实现营收、利润双增长，此次欧睿
国际认证波司登羽绒服规模全球领
先，更加夯实波司登的全球领先地位。

专业品质助力品牌畅销全球72国

随着消费升级，整合国际资源、利
用科技手段，推动产品突破创新，满足
消费者日益“刁钻”的需求，是品牌立
足市场的根本。波司登专注羽绒服 45
年，凭借专业优势，不仅在产品品质上
突破创新，更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
通过提高品质，提升行业标准，降低消
费者选择门槛，引领羽绒服行业高品
质发展。

2019 年，波司登推出的全球顶配
羽绒服“登峰系列”，抵御了零下 50°C
的高寒，助力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
8848.86米的珠穆朗玛峰，彰显了其在
羽绒服专业领域的极致突破。这款羽
绒服也凭借蓬松度 1000鹅绒、“世纪之
布”GORE-TEX面料、航空材料气凝胶、
生命探测仪等行业领先科技与设计，与
大疆无人机等高精尖产品，共同斩获
2020年第四届“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
金奖，成为羽绒服行业品质标杆。

也正是因为专业实力，波司登连
续 22年成功助力中国登山队，多次成
功 助 力 南/北 极 科 考 队 ，挑 战 严 寒 。
2020 年又联合南极科考推出“专业保
暖系列”，将专业和科技应用于大众保
暖，同时也助力中国第 36、37 次南极
科考成功进行。

在时尚设计层面，波司登联合诸
多国际设计师共同打造合作系列和联
名款，我们所熟知的前 Ralph Lauren
设计总监 Tim Coppens，师从山本耀司
的 Ennio Capasa，前路易威登、纪梵希
主设计师 Antonin Tron 等都曾与波司
登合作并推出了备受好评的设计师联

名系列。兼顾品质与设计，成为波司
登赢得全球 72 国消费者青睐的根本
原因。

与波司登两度合作的爱马仕黄金
时代缔造者高缇耶评价：“我很喜欢波
司登在羽绒服上的专注，中国品牌的
工匠精神令我惊叹。这是一次美学的
创新融合，也是我与波司登专业精神
高度契合的疯狂碰撞。”

至今，波司登拥有专利231项，参与
23项国际标准、11项国家标准、4项行
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制定各类企业技
术标准 218 项，承担国际羽绒羽毛局
（IDFB）中国理事单位、国际标准化组
织/服装尺寸系列和代号技术委员会
（ISO/TC133）秘书处等国际标准制定工
作，引领羽绒服行业高品质发展，助力
品牌获全球消费者和市场青睐认可。

在今年 4 月，国际五大品牌价值
评估权威机构之一 Brand Finance 公
布的“2021 全球最具价值服饰品牌排
行 榜 50 强（Brand Finance Apparel
50 2021）”中，波司登首次登榜，品牌
影响力的提升也成为波司登羽绒服规
模扩大的有力推手。

随着羽绒服市场端的持续扩容，
全球 20%的头部品牌占领 80%的市
场，波司登以专业创新和设计创新，构
筑了面向国际的可持续发展动能，羽
绒服规模全球第一，头部品牌优势凸
显。波司登的成就，彰显了民族品牌
的全球影响力正在稳步提升的趋势，
未来，亦期待更多的国货品牌在世界
舞台焕发生机与活力，成为闪耀世界
的中国力量。

（本报记者 魏 静 □ 姚佳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