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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8日，世界最大微波炉制造
商、中国知名家电品牌格兰仕集团董事
长兼总裁梁昭贤率队造访拼多多总部，
正式建立长期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双
方将倾斜顶尖资源，携手为全国消费者
创造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达达表示：“格
兰仕是全球家电产业中值得尊敬的品
牌。拼多多将携手格兰仕打造电商与
家电领域的合作典范，围绕新品类、新
产品展开联合创新，满足全国消费者的
深层次需求。”

格兰仕集团董事长梁昭贤表示：
“拼多多拥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正致力
于追求有质量的增长，格兰仕将会参与
其中，义无反顾地给予支持。”

高度一致的“普惠”价值观

拼多多和格兰仕有诸多相似之
处。40年间，格兰仕秉持“让消费者买
到最物美价廉产品”的理念脱颖而出，
直至登顶全球市占率第一；拼多多则坚
持“普惠”的理念，深入推动产业供应链
重构，持续为消费者创造平价高质的商
品，藉此成为电商行业新的领军者。

“消费者导向”的核心理念，使得两
家企业拥有很多共同话题。梁昭贤表
示，团队深入研析了拼多多的模式和前
景，“拼多多超越常规的思维和拼搏精
神，非常值得尊敬，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就是希望能一起‘拼’，携手为社会经济
的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高速发展过程中，拼多多也遭遇了
一些非正常竞争。对此，梁昭贤认为这
些都是阶段性的困难，“相信一些社会
偏见也是短暂的”。

梁昭贤经历甚至主导过最激烈的
行业竞争，深知竞争手段只是局部，创
造价值才能长久。40年的发展历程中，
格兰仕经历了各种非正常竞争、困难以
及挑战，但从未放缓发展的脚步。

家电是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行
业之一，格兰仕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创始人梁庆德曾一手将微波炉系
列产品从高不可攀的售价拉回国民平
均消费线，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家电
产品的市场价格集体回归使用价值。

格兰仕出现前，一台微波炉的售价
大约是3000元，相当于当时普通职工
一年的收入，包括格兰仕在内的一批企
业通过持续改进升级产业，将行业的价
格拉至最低300元的区间，使其成为人
人买得起的国民产品。

由于打破了行业高利润的传统，格
兰仕遭遇了国外企业多轮围剿和公开
挑衅，但它赢得了亿万消费者的欢迎和
支持，业务遍布全球超过200个国家和
地区，市占率多年来始终保持全球第

一。
从微波炉到空调再到小家电全系

列产品，格兰仕始终秉持“微利做大”的
核心理念，通过规模化经营推动降本和
研发投入，持续创造辉煌的同时，也推
动了中国家电产业的“平民化”进程。

作为中国顶尖家电品牌中少有的
没有涉足资本市场的企业，格兰仕是

“去品牌溢价”的坚定推动者。发展历
程中，格兰仕从未大规模投资于品牌营
销，始终强调产品至上，通过最好的用
户体验创造价值。

高度一致的企业价值观，为格兰仕
和拼多多的全面合作奠定了扎实的基
础。

懂产品更懂人性

2018年3月，梁昭贤提出了“国民
家电”的战略方向，提出格兰仕的产品
不仅要进一步普及到千家万户，还要让
消费者“买得开心，用得开心”。

梁昭贤表示，要实现商业模式的创
新，就要“从工厂到消费者，再从消费者
到工厂”，在实现“互联网+制造业”融合
的同时，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要，从而
为企业注入动力，为消费者带来新鲜的
体验。

拼多多是电商C2M战略的领导者
之一，去年底，平台推出“新品牌计划”，
通过需求大数据指导优质工厂培育新
产品和新品牌，该战略在互联网和制造
业内引发强烈反响。

在本次战略合作会上，拼多多和格
兰仕团队深入探讨了定制化产品的可
行性方案。格兰仕生活电器营销部总
监吴毅表示：格兰仕将拿出最好的产
品，给予拼多多平台最大的支持。双方
将联合推出定制化的产品，满足不同地
区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

格兰仕在全球设立的10多个研发
中心，将为双方联合开创新品类、新产
品提供鼎力支持。

达达表示：拼多多和格兰仕的深度
合作，不止围绕商品、营销和用户，也不
止于当下。双方将着眼3至5年的发
展，在产品创新层面持续投入。拼多多
会持续倾斜资源予以支持，不会局限于
短期利益。

作为新电商模式的开创者，拼多多
被认为不仅为消费者带来了实惠的商
品，更创造了有趣互动的购物体验。第
三方数据显示，拼多多在用户日均使用
时长、打开次数、用户留存度等各项重
要指标上，均维持大幅领先，展现了极

强的用户粘性。
这种开拓性的经营理念，不仅引领

了电商行业的变革，也给了品牌方很多
启发。格兰仕CIO（首席信息官）Alice
表示：团队调研结果显示，很多拼多多
用户分享“砍价”、“拼单”和“种树”，不
仅仅是为了实惠，更多是为了朋友之间
的互动和乐趣，这一点在年轻用户身上
体现得尤为明显。

对此，拼多多家电业务负责人涌泉
表示：拼多多不仅是单纯销售商品，还
包含了很多用户互动和娱乐游戏，希望
搭建一个超级乐园，让用户在购物中扩
大社交、找到乐趣，藉此释放电商行业
增量市场的潜力。

“拼多多创造了良好的消费沟通方
式，甚至可以说为中国社会和年轻人创
造了一种新的交互方式。”Alice分析表
示：“格兰仕所致力的智能家电方向，同
样倡导用户的活跃和乐趣。作为行业
的领军者，我们在意的不是多卖出多少
台产品，而是怎样进一步取悦用户，让
他们在使用家电的过程中获得更多乐
趣，用户和用户之间能够共享这些乐
趣。”

结合拼多多的产品特性和用户特
点，双方团队在战略会上提出了一系列

开放性的提议。Alice提出：针对刚步
入社会的年轻合租群体，双方可以携手
开发更安全、更低价的厨电产品，为年
轻人创造分享早餐的美好一小时，“在
拼多多买，不仅便宜，而且安全”。同
时，Alice提议表示，在“多多果园”等用
户大体量、高粘性的创新应用内，可以
升级为“种树结微波炉”等有趣的游戏
互动，给平台用户创造更多惊喜。

对此，梁昭贤总结表示，格兰仕一
直倡导“懂家电更懂人性”。“家电应该
是美好而平易近人”，要让产品会说话、
有温度，才能利用互联网技术打造与消
费者互联互通的情感纽带。

携手开拓增量市场

格兰仕深耕家电零售渠道40年，
拼多多则被认为开拓了新的品牌下沉
通道，在本次战略会上，双方也就零售
渠道的变迁展开深入讨论。

过去的发展历程中，格兰仕秉持
“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观念，致力
于打造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民族品牌。
凭借领先的产品和灵活的市场机制，格
兰仕在国际市场势如破竹，在多个地区
保持市占率领先。在此基础上，集团希
望进一步拓展国内渠道。

“自去年提出‘国民家电、品质生
活’新战略以来，格兰仕取得了不少成
效，我们要把更多一流产品，通过更多
好平台，推送给消费者。”梁昭贤表示。

达达分析表示：“产业更迭中，品牌
尤其是家电品牌的通路随时在变化。
传统电商的家电类产品的主战场在一、
二线城市，下沉市场开拓有限。以前，
品牌都是随着商超和专营店下沉，随着
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消费力的持续增
强，品牌商家愈发重视下沉用户，拼多
多则在品牌下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QuestMobile最新发布的“下沉市
场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3月底，移动
互联网三线及以下城市的用户规模达
6.18亿，存在巨大的人口红利。拼多多
下沉市场增量月活用户同比净增5880
万，继续大幅领跑电商行业，新增用户
大于行业整体净增规模。

除下沉增量市场外，达达还谈到了
拼多多年轻用户群体的品牌倾向。极
光大数据显示，拼多多是年轻群体占比
最大的互联网应用之一，95后、00用户
占比达43%，规模超过1.6亿。

“在年轻群体和下沉市场中，拼多
多拥有最适合强化品牌认知和消费潜
力的人群。我们相信，随着平台持续高
速发展，拼多多有能力改变某些行业的
格局。”达达表示。

截至2019年3月底，拼多多已经拥
有超过4.3亿年活跃买家和2.9亿月活
跃用户，平台也相继扶持孵化了一批新
品牌。对此，达达表示，每一次零售渠
道的变迁，都会出现一批新品牌，相信
随着新电商的崛起，也会涌现出老品牌
的新品类、老品类的新品牌。

虽然按用户数计算，拼多多已经是
中国第二大电商平台，但达达认为，拼
多多依旧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未来会
成为年交易额几万亿元的平台。

“在平台发展初级阶段和行业非理
性竞争的当下，对于愿意和平台坚定站
在一起的品牌，拼多多一定予以全力扶
持，并且建立长期战略合作。我们相
信，这次合作一定能给拼多多、给格兰
仕带来长远的发展，为消费者创造更大
价值。”达达表示。

梁昭贤总结表示：“格兰仕和拼多
多都是大时代的见证者和推动者，今天
的会议，收获的不仅是紧密合作，更是
一次重新定位的思考，希望双方能携手
进取，乘风破浪。”

据悉，目前拼多多正大力推进预热
“618”的“百亿补贴”大促活动，本次促
销和后续的“618”大促中，格兰仕全线
产品将以超高性价比登录拼多多平
台。 （文/杨艺）

拼多多与格兰仕集团达成全面战略合作

携手为4.3亿用户创造优质产品

拼多多与格兰仕集团达成全面战略合作。
（拼多多供图）

“在天空俯瞰大地的感觉实在太
好了。”5月28日下午，巴南区麻柳嘴
镇的天盟航空飞行基地内，30多名市
民在教练的指导下，准备体验全地形
越野车、滑翔伞等户外运动项目。

“虽然我们这里距离主城有50
公里，但自从基地投入使用以来，来
我们基地体验低空运动的市民可谓
络绎不绝。”天盟航空飞行基地有关
负责人介绍，每逢旺季，一天的接待
量就有三四百人，门口小镇的马路两
边，都被车停满了。

为何一个小小的飞行基地会对
市民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这里不仅
可以烧烤露营，还可以乘坐热气
球，很有特色。”市民张琴的话无疑说
出了众多前来游玩市民的心声。

事实上，除了天盟航空飞行基地
外，在巴南区，能进行低空运动的场
所还有5家。而这5家飞行基地蓬
勃发展的背后，则体现出巴南大力打
造优质户外运动首选目的地的决心。

“巴南区森林面积占主城50%，
拥有大小河流93条、长江黄金水道
60公里，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无疑
为我们打造户外运动首选目的地提
供了良好的基础。”巴南区体育局副
局长沈追说，体育“1+5+1”行动计划
（打造全国户外运动首选目的地，全

民健身服务体系提升、第十四届全国
运动会备战、体育产业加快发展、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基础设施振
兴，智慧体育政务惠民平台建设）的
出台，为巴南打造户外运动首选目的
地提供了制度保障。

据介绍，为更好贯彻体育“1+5+
1”行动计划，巴南区在打造低空飞
行、漂流、探险、露营等以健身休闲为
特色的户外运动项目的同时，积极引
进户外运动赛事，“目前我们已经成
功策划组织了重庆国际半程马拉松
赛、巴滨路10KM路跑、二圣天坪国
际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圣灯山佛影峡
国际漂流赛等多项赛事活动，而随着
重庆首条沿江自行车健身道——巴
滨路沿江自行车道投入使用，该区市
民更能就近感受户外运动的快乐
了。”沈追说。

“未来，我们不仅将将对重庆半
程国际马拉松、二圣天坪国际山地自
行车赛等三项大型户外体育赛事进
行提档升级，力争通过3到5年的时
间，让它们发展成为影响全国乃至世
界的品牌户外运动赛事，还将通过出
台《重庆打造全国户外运动首选目的
地巴南实施计划》，深挖区内资源，早
日让巴南成为重庆户外运动优质
区。”沈追表示。

建亲水自行车道 打造航空基地
巴南区多项措施让市民享受户外运动快乐

本报记者 黄琪奥

本报讯 （记者 李珩）5月31日
是世界无烟日。5月29日，由市委宣
传部、市文明办、市网信办和九龙坡区
委、区政府主办的第32个“世界无烟
日”暨“重庆卫生健康志愿者在行动”主
题活动在杨家坪步行街举行。2018年
烟草流行监测结果显示，我市15岁及
以上人群中，现在吸烟率为24.8%，较
2017年略有下降。

我市15岁及以上男性近半吸烟

据了解，从2010年起，按照中国疾
控中心控烟办要求，我市每年都会开展
烟草流行监测工作。

2018年烟草流行监测数据显示：
在我市15岁及以上人群中，男性现在
吸烟率达47.1%，女性1.7%，近一半男
性吸烟，吸烟率远高于女性。除吸烟
外，二手烟也很恼人。监测显示，15岁
及以上人群被动吸烟的比例为71.2%，
与2017年基本持平。

“吸烟带来的危害非常大，可好多
烟民不知道。”在活动现场，市健康教育
所有关负责人说，在15岁及以上人群
中，76.5%的人认为吸烟会引起严重疾
病，对吸烟导致肺癌的认知度较高，为
75.5%；而对吸烟会导致心脏病、中风
和勃起障碍的认知度较低，分别为
43.7%、38.6%和25.8%；仅有14.2%的
人对“低焦油等于低危害”的错误观点
有正确认知。

监测还显示，公众对室内公共场所
禁止吸烟的支持率比较高。几乎所有人
（98.1%）认为应该在医院内禁止吸烟，其
后 依 次 是 中 小 学（97.4%）、大 学

（94.8%）、公共交通工具（94.0%）、出租
车（91.4%）、工作场所（86.9%）、餐馆
（72.2%）和酒吧/KTV/夜总会（66.4%）。

2020年将实现室内公共场
所全面禁烟

事实上，在控烟方面，重庆做了不
少努力。目前，《重庆市公共场所控制
吸烟条例》已列入市人大2019年立法
预备项目，拟于今年开展立法调研，力
争2020年出台。

我市还加大无烟环境创建力度，共
创建市级无烟机关示范单位22家，区
县级无烟机关示范单位398家，无烟企
业2家。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设立
戒烟门诊，提供专业戒烟指导和服务。

“公共场所控烟是一项长期而复杂
的社会性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市
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说，到2020年，
我市将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到
2030年，力争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
下降到20%以下。

全市专业志愿者总数达41万人

此次活动也是“重庆志愿服务季”
系列活动之一，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市网信办会同市司法局、市交通局、
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卫生健康
委、市体育局、市扶贫办、市文联、市残
联等10余个部门和单位共同开展。

目前，该活动成效显著。截至
2018年底，全市建成市级总队9个、区

县分队360个，新增专业志愿服务组织
712个，专业志愿者总数达41万人，推
选620名“最美专业志愿者”。通过“你
点单·我服务”“志愿服务集市”等实施
项目，涌现出“法帮义工”“雷锋的士”

“礼让斑马线”“美丽中国——我是行动
者”“你健康 我服务”等品牌志愿服务
项目。

近年以来，我市年均开展专业志愿
服务活动720余场次、群众参与340万
人次。其中，全市卫生健康系统组建了
卫生健康志愿服务总队、青年志愿服务
总队，设立医疗救护、中医养生等8个
专业分队，1.2万余名青年志愿者开展
了“弘扬雷锋精神、助力健康中国”“把
健康带回家”等系列活动。

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监测数据显示全市15岁及以上男性吸烟率47.1%

重庆将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团委书记、
重庆市“最美卫生健康志愿者”姜玉琴：

作为卫生健康行业志愿者，我们一
直在思考如何完善卫生健康行业志愿服
务机制，如何增强志愿服务的时代性、方
向性、深入性和持久性。投身志愿服务，
就要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切实改
善群众就医感受和提升群众获得感为出
发点，将个人的价值实现融入卫生健康
志愿服务中。无论是提升城市居民生活
健康水平，还是深入大山普惠基础医疗，
都应力争做到志愿服务的精准化、精细
化，践行好医德仁心，传承好志愿精神。

重庆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
重庆市“最美卫生健康志愿者”陈灏：

作为一名医生，参与志愿服务，是
我内心的向往，也是我的责任。十余年
来，我通过“结爱童心”先心病志愿服务
项目累计开展爱心义诊近100次，受益
人群达5万人，免费救治360余名先心
病患儿。为了他们能完全康复，我翻山
越岭上门做筛查、随访，足迹远达甘肃、
西藏。帮助患儿恢复健康，就是我最大
的快乐，也让我更加明白了“医者父母
心”的真谛，以及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
重大意义。

志愿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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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下沉用户移动购物APP活跃用户数同比增量TOP5

注：活跃用户数同比增量＝2019年3月目标APP活跃用户数-2018年3月目标APP活跃用户数
活跃渗透率TGI：目标人群中某个App媒介的月活跃渗透率除以全网中该App媒介的月活跃渗透率*100
数据来源:QuestMobile GROWTH用户画像标签数据库2019年3月

5月28日，自行车运动爱好者在美丽的巴滨路自行车道骑行。
记者 卢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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