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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1月13日讯(记者
刘红杰)2017天猫“双11”落

下帷幕，小米天猫旗舰店总支
付金额超过24 . 64亿元，再次
以手机销量第一、安卓手机支
付金额第一的成绩在天猫“双
11”夺得五连冠，支付金额增长
近100%。

除了手机销量第一之外，
小米史无前例的同时拿下手机
单品销量、2000-2999元价格
段手机销量、电视品类、各类智
能设备品类等共计40项第一。
作为小米公司在线下市场的展
现，“双11”当天，小米之家销售
额达1 . 1亿元，并在北京、南京
等9个城市将再开新店，全国门
店数达到237家。业内人士感
慨：小米重回巅峰了。

市场总是风云变幻，2014

年年初无疑是小米升级前第一
阶段最风光的时刻，出货量奇
迹般暴涨，小米模式摧枯拉朽。
但从2015年年末开始，小米进
入了一个迷茫的低谷期，某些
自媒体开始以小米的出货量为
依据唱衰小米。小米掌门雷军
意识到小米快速奔跑的历史遗
留问题，需要安静的修炼自己
的内功，发出了回归初心，大胆
探索的全员号召。

经过两年的深耕补课之
后，小米重新恢复了高速增长。
在今年的第二季度，小米手机
出货量达到了2316万台，环比
增长70%，创造了小米季度手
机出货量的新纪录。在刚刚过
去的第三季度，国际市场研究
机构IDC最新报告显示小米出
货 量 2 7 6 0 万 台 ，同 比 猛 增

102 . 6%，市场份额从去年同期
的3 . 7%增加到7 . 4%，小米持
续强势反弹，并站稳了全球前
五。至此，小米重回巅峰已经成
为人所共知的事实。

在手机行业，进入低谷便
很难重返巅峰，小米却奇迹般
的实现了。雷军说，小米能够实
现大逆转，最为关键的原因在
于整个公司在2016年进行了全
方位的补课。研发和供应链层
面由雷军亲自负责；在渠道方
面，总裁林斌大规模开线下店；
在国际化方面，印度市场业绩
提升，刮起“小米旋风”。

在业内人士看来，小米实
现新零售奇迹的背后，是小米
长期以来致力技术创新与新零
售战略探索的回报，而这一点
正是雷军的战略总结：高品质、

高效率。
业内共知的是，小米去年

在全球首次提出了全面屏的概
念，第一代全面屏手机小米
MIX，不仅夺得IDEA金奖桂
冠，更是作为首例中国产品被
全球知名的芬兰国家设计博物
馆收藏，理由是：“它指明了智
能手机未来设计的方向”。

今年，小米实现了包括芯
片在内的一系列核心技术创
新。截至目前，小米已获得授权
专利4806件，其中一半是国际
专利。小米致力创新的投入影
响到了小米今年产品的不断提
升。巅峰旗舰小米6、全面屏
2 . 0小米MIX 2，拍照旗舰小米
Note 3等领先产品相继发布。

强大的产品力支持小米勇
夺天猫双十一“五连冠”。此次双

11，小米几乎全品类产品上百款
智能产品悉数登场。小米空气净
化器2、小米净水器、90分旅行
箱、小米米家对讲机、小米手环
2、米家LED智能台灯等10款产
品获得单品销量第一。小米生态
链产品逐渐覆盖了用户衣食住
行的方方面面，当初讥笑“小米
杂货铺”的人只剩下了目瞪口
呆。

同时，以小米之家为代表
的新零售战略创新也在突飞猛
进，11月5日小米之家深圳旗舰
店开业，小米已经从一家电商
平台公司进化到新零售平台。

雷军表示：小米一直坚持
成本定价，小米永远都要做米
粉心目中最酷的公司，会将更
多的优秀的产品带给大家，让
每一个人享受到科技的乐趣。

小小米米勇勇夺夺天天猫猫““双双1111””““五五连连冠冠””
产品支持力与新零售战略助力小米重回巅峰

本报11月13日讯 (记者
刘相华)日前，记者从“中国

公路出行信息服务联盟”启动
仪式上了解到，山东高速股份
有限公司成为山东省唯一、全
国首批联盟成员单位并获得
授牌。

会议同时发布了全国公
路出行服务产品行业影响力
排名榜单，山东高速集团电子
收费中心、山东高速股份有

限公司分别荣获“全国公路
出行服务产品综合影响力排
名榜TOP10”第一名、第二
名 ; 山 东 高 速 集 团 “ 高 速
ETC”、“e高速”APP分别
荣获“全国公路出行服务产
品移动客户端影响力排名榜
TOP10”第一名、第三名的
好成绩，在全国公路出行服
务领域打响了“山东高速”服
务品牌。

山山东东高高速速出出行行
服服务务综综合合影影响响力力全全国国第第一一

本报11月13日讯 (见习
记者 王瑞超 通讯员王艺)
9日，济华燃气举行发布会，
“开启二十分钟燃气服务圈”，
在保证阶梯用量、气费结算清
晰、准确的同时，为客户提供
足不出户即可实现抄表、查
询、缴费和电子票据开具“一
条龙”的网上服务，真正实现

“信息多跑路、客户少麻烦”的
便民服务理念。

今年以来，济华燃气全新
改版升级微信服务号，用户只
需搜索微信账号“济华燃气”，
对服务平台进行关注，就可随
时随地办理气费查询、缴费充
值等业务，还可及时获知停气
通知、燃气报修、预约通气、员
工识别等资讯。

记者了解到，在山东济华

燃气特许供应区域内，共有30
余万燃气IC卡用户，占总燃气
用户的一半。但受制于技术原
因，IC卡用户不能通过移动支
付等方式充值，必需前往客服
站点办理。

山东济华燃气有关负责
人表示，IC卡客户可在关注
济华燃气微信公众号后完成
线上交费，然后持IC卡至就
近社区内布设的磁卡圈存机
进行气量圈存，实现不出小
区完成燃气充值。为方便IC
卡用户充值，公司将在居民
集中的大型社区继续推广这
一设备。“我们还引入了蓝
牙卡套充值设备，将于年内
推广使用，方便用户通过设
备和手机 a p p实现‘空中充
值’。”

济济华华燃燃气气打打造造
““二二十十分分钟钟服服务务圈圈””

本报上海11月13日讯(记
者 董震)11月9日，惠氏在上
海举行“SMA珍蕴”上市引
荐会，意味着惠氏正式将
“SMA珍蕴”以原装原罐进
口的形式引进中国，有着90
年历史的全球首款模拟母乳
的惠氏SMA珍蕴超高端婴幼
儿配方奶粉正式登陆中国。

近年来，惠氏营养品始
终在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行
业占据着老大的宝座，尽管
菲仕兰、达能集团等其他外
资巨头也在紧追不舍之中，
但与惠氏相比，仍有一定差
距。尽管如此，惠氏也从不
敢放松警惕，格外重视在华
市场，尤其是三四线市场。

乳业分析师宋亮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
配方奶粉注册制度带来的
“剔除”效应，三四线市场
正在成为各大奶粉企业“跃
跃欲试”的主阵地。

“作为惠氏营养品引入
的第三大品牌，登陆中国的
惠氏SMA珍蕴是助力‘赢变
2020’策略的一部分，是深
入中国三四线城市的有力工
具。”惠氏营养品大中华区
新业务副总裁鲁俊翔对此非
常乐观，“我们拥有成熟的
品牌，安全可靠的配方，90

年传承的高品质，创新的品
牌营销方式，配合专业高效
的合作伙伴，必将快速覆盖
目标市场，成为业务增长的
有力引擎。”

据了解，惠氏SMA珍蕴
婴幼儿配方奶粉，堪称婴幼
儿配方奶粉的“鼻祖”，亲
历配方奶粉百年发展。据介
绍，SMA珍蕴乳清蛋白等都
是做过调整的，这也是惠氏
的一个专利。此次进入中国
的SMA珍蕴跟国外的珍蕴的
配方不同，进入中国的SMA
是一个升值的配方。

本月初，惠氏高层由惠
氏大中华区总裁瞿峰亲自带
队，到山东省部分三四线城
市进行实地调研，瞿峰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山东

的经济发展与交通环境以及
婴幼儿市场的前景赞不绝
口。

瞿峰表示，惠氏营养品
于今年7月正式启动“赢变
2 0 2 0”策略，旨在通过更
快、更好的创新，和消费者进
行良好互动，实现新一轮的快
速增长，持续保持市场领先地
位。“赢创新”、“赢信任”以及

“赢团队”是“赢变2020”的三
大核心。惠氏营养品于1986年
进入中国，就像一头稳健的大
象，虽然走得比较慢，但是走
得很稳健。为了赢变2020，
惠氏建立5个事业部，将“大
象 ” 变 成 5 只 灵 活 的 “ 猴
子”，让一个个事业部通过
更快、更好的创新，实现新
一轮的快速增长。

惠惠氏氏推推新新品品抢抢占占三三四四线线城城市市

本报11月13日讯 (见习
记者 王瑞超)10日，“聚势合
力 陆赢未来——— 富路车业
陆派核心经销商旺季冲锋大
会”在德州富路集团总部隆重
举行。据统计，冲锋会当天实
现订货量4618辆。

品牌的塑造，销量的提
升，产品是根本，针对篷车产
品品类趋同，富路陆派调整
市场策略，针对城市与农村

不同市场，强势打造爆款新
品，满足城市人群时尚靓丽、
好停好放；农村交通工具升级
双向需求。

富路集团董事长陆付军
介绍，陆派电动篷车独有的

“双电脑”核心技术，实现了电
池超长质保30个月，24小时智
能车联更省心，彻底解决了行
业用户电池质保短，用户行车
安全的核心痛点。

陆陆派派旺旺季季冲冲锋锋
一一天天订订货货44661188辆辆

葛产经资讯

本报济南11月13日讯
(见习记者 王瑞超)1818 . 1万
件！11月11日，根据山东省邮
政管理局监测数据显示，全天
各邮政、快递企业共处理快件
1818 . 1万件，同比增长41 . 5%。
其中，派件615 . 2万件，同比增
长30 . 6%；收件1202 . 9万件，同
比增长47 . 8%。

今年的“双11”依然保持
消费旺势，出现国内国际联
动、城市农村互动的局面，快
递业在“双11”面临业务量和
服务质量两方面的巨大考验。

随着多家电商平台集中
开展促销活动，快递业务量将
出现高峰。预计“双11”期间(11
月11日至16日)，山东省邮政业
处理的邮件、快件业务量将突
破1亿件，峰值将出现在12、13、

14日3天，最高日处理量可能突
破1800万件，是今年前三季度
日均处理量的2 . 3倍。

据监测系统数据可知，受
业务量短时间内急速高量增
长影响，近期，除山东省外，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福
建、河南、湖北、安徽等地区快
件进出量较大的地区也将面
临较大的快递服务压力，请消
费者注意快递公司有关时限
提醒，建议错峰使用服务。

双双1111期期间间山山东东快快件件量量或或破破亿亿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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