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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财经言论

>>>>

《经济学百年纠结》

作者：黄风义

建立在资源的稀缺和分
配、理性经纪人、自利原则、
边际效用递减定律、供求关
系定律等基础上的西方传统
经济学理论体系，被普遍认
为可以解释部分经济现象。
可经济学家也会用“一方面

（On the one hand）而另一
方面（on the other hand）”
做些模棱两可的解释。

作者是一位物理学家，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与研究，
发现在经济学奠基性的定律
和原则中存在某些逻辑漏
洞。

创富荐书

近日在广西举行的中国
500强企业高峰论坛上，企业家
们纵论“一带一路”战略该如何
实现。

宋志平：

企业走出去

不能再单打独斗了
“企业走出去不能再单打
独斗，要加强沟通和交

流，国内纵向联合，国
外横向协作。”

——— 中国建筑
材料集团董事长宋
志平认为，纵向联
合 就是把 外 贸 公

司、工程公司、大型
装备企业和制造企业

等产业链上下游纵向联合
起来，横向协作就是与国内大
集团加强合作，合理布局，有序
抱团出海。

“目前我们国家平均每公
斤牛奶成本大约3 . 5元，而欧洲
收购奶价只有1 . 88元/斤，而且
质量又好，我们的成本高于人
家出售价的一倍。”

———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
庆后说，我们现在不仅可以把
过剩产业转移到沿线欠发达国
家，还可以到土地和水资源更
丰富、环境更好、成本更低的发
达国家投资牧场和工厂。

“一带一路国家中多数
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投资环
境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条件都
不尽如人意，从长远来看又
是比较好的发展机遇和前
景。正像中国 3 0多年前一
样。”

——— 中石化原董事长傅
成玉说，有了中国自身发展
的经验，我们不能在企业当
前和长远利益平衡上患得患
失。

“我印象最深，2012年的
时候和一个国家签约，想用
资源换市场，搞开发区，结果
今天签完，明天下台了。”

——— 绿地控股集团董事
长张玉良说，“一带一路”国
家和地区经济发展非常不平
衡，有最发达城市、最发达国
家，也有最贫穷国家，今天签
约，明天总统、总理就下台
了。因此对这些国家，法律、
汇率、政局的因素都要考虑。

2013年，孙荣光到天津出
差，在高速上遇到堵车。整整四
个多小时，很多人都坐不住了，
下车溜达。

孙荣光突然有了一个想
法，能不能做一条在汽车狭小
空间内穿着舒服的裤子，让堵
车不再这么煎熬？

“我们不能解决堵车的问题，
却可以让堵车时舒服一点”，孙荣
光又联想到坐办公室的白领，正
装西裤一天下来也很不舒服，这
不就是市场痛点吗？

孙荣光在商场实体店调
研，了解目标人群的购物习惯
以及可接受的价位。通过问卷
调查，了解人们穿裤子时存在
的种种不舒服的细节。甚至跑
到北京，找国家级心理咨询师
了解什么样的色彩可以平复人
们焦躁的心情。

通过调查，他发现目标顾
客每次消费大约在2000至3000
元，而500元到1000多元的裤子

中，购买1000多元裤子的顾客
占到了66%多。腿发胀、西裤散
热不好以及弧度不够等是普遍
存在的问题。

基于这些调查数据，为解
决裤子腰部伸缩问题，让裤子
不再勒腰，孙荣光带领团队通
过改进工艺、隐形立体剪裁、升
级面料等途径，缓解了裆部散
热、坐围紧绷，膝盖酸胀等痛
点，解决坐久了裤子不舒服的
问题，并申请了国家专利。

建立实体店体系，是孙荣
光坚持的一个方向。

2012年，李宁关闭了1821
家门店，2014年仅半年时间就
关店244家，这让不少人对服装
行业线下销售望而却步。

孙荣光通过对美国和日本
市场的研究，发现先进成熟的
国外市场，线上和线下渠道是
互惠互利的，商业生态环是互
补共赢的。尤其对于刚刚诞生
的中高端品牌，实体商场的展

示和体验，是电商渠道无法实
现的。所以，咔裤坚持走线上推
广线下体验的O2O模式。

目前，在安徽、山西和河北的
大型商场开设了咔裤的旗舰店。
接下来，咔裤还将在北方十省的
省会城市开设商场实体店。

对于目前服装店关店潮，
孙荣光认为，长久以来，传统服
装以规模求效益，目前倒闭的
很多店就是因为前期超量发
展，曾经有同一品牌在一条步
行街上有三四家，目前关店只
是调整到合理布局。

另一原因是不合理的代理
模式。很多服装品牌并不直接面
向市场，而是通过代理制层层控
制。这个过程中有很大的出货量
沉淀在渠道中，代理商不堪库存
重负，只能选择关门。

造成闭店潮的第三个原因
是产品同质化。面对差不多的商
品，电商有更优惠的价格和便捷
服务，自然顾客趋之若鹜。

数据显示，96%的轻奢以上
的产品交易都是在实体店完
成。满足了顾客对产品的体验
感、安全感和心理优越感。

咔裤这种实体店+电商+跨
界营销的模式，孙荣光称为

“O2O+”。与大型商场合作，可
以快速完成顾客对咔裤品牌和
价格的认知。“商场本身就是一
个大数据库”，有各种各样的销
售数据供参考和研究。

此外，咔裤作为一条专为
办公和驾车研发的裤子，由于
与汽车关联度高，可提高开车
舒适度和安全性，放在商场里
是服装，放在汽车4S店则可算
作汽车配件，将咔裤的销售渠
道前移，完成跨界营销。

能能造造好好电电视视机机
难难道道造造不不出出高高端端医医疗疗设设备备
肥水哪甘心流外人田，海信要抢食西门子嘴里“肥肉”

2015年4月15日，郭树清主
持召开了一场山东省医疗卫生
服务业转型升级座谈会。

在这个座谈会上，董蒨关
于数字医疗的呼吁惊动了郭树
清。

董蒨口中的“数字医疗”，
是他与海信共同开发的海信
CAS计算机手术辅助系统，这
是我国首个拥有独立自主产权
的手术辅助系统工作站。

“将原始CT数据输入系统，
电脑会自动建立虚拟的立体肝
脏，医生在电脑上模拟手术，进行
手术‘导航’。”董蒨说的另外一个
好处是，手术中医生只需要远距
离做相关手势，就能看清肿瘤与
肝脏的具体关系。

2013年，让国内多家大医
院束手无策的两岁男童丁丁，
接受了董蒨做的肝脏肿瘤手
术。这样的手术以前董蒨不敢
做，这次借助上述这套系统，历
时4个多小时才完成。手术切除
了大小为12×12×10厘米的肿
瘤，出血量仅为30毫升。

这台设备的问世与董蒨的
一个求助有关。董蒨承担了一
项国家“十二五”课题的开发，
这个课题要求将患者肝脏的
CT数据变为三维数字肝脏以
指导临床手术。因为缺乏计算
机技术支撑，课题立项后进展
缓慢。他曾向日本一家公司求
助。这家公司负责人答应卖一
台设备给他，但后来不了了之。

问题在哪？董蒨很明白，日本公
司不就是怕中国人买来设备后
偷师学艺吗？

2013年1月6日，董蒨将这
个问题反映给海信董事长周厚
健。一个半小时后，他收到周厚
健电子邮件，周厚健为他推荐
了一个计算机专家高川。半小
时后，高川联系董蒨说可以帮
助他。

海信擅长的显示技术与图
像处理技术原本是用在电视机
显示屏上，同样可用在医疗设备
的三维数字影像上。2013年10月，
青医附院与海信集团共同成立
了数字医学与计算机辅助手术
山东省医药卫生重点实验室。

董蒨的合作伙伴高川如今
是青岛海信医疗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数字医疗”正是
这家公司重点攻坚课题，主要开
发医疗显示设备、便携式超声设
备、医学图像处理系统等。

“医疗设备将是海信集团
重要业务之一。”高川说，西门
子、飞利浦等高端医疗设备生
产商都是从消费电子产品制造
商转变过来的。如今，高端医疗
设备收入已经占到飞利浦的
37%，西门子16%。目前电视机
毛利率小于10%，高端医疗设备
毛利率在40%以上，所以，挣扎
在转型路上的TCL、长虹等传
统家电制造商带着多年来在显
示技术与图像处理技术上的积
累，纷纷向高端医疗影像设备
供应商的角色进发。

本报记者 张頔 整理

“2016年，我们医院
的采购计划是将进口
医疗器械的93%占比降
到87%。”8月18日，青岛
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
董蒨说。

这个数据背后的
现实是，飞利浦、GE、
西门子三大巨头目前
分食了中国高端医疗
器械超过七成的市场
份额。即便是一枚小小
的有特殊功能的缝合
针都需要进口，有的国
产针在做小婴儿手术
拔针时，会带下一块
肉。所以，像青医附院
这样的大医院把采购
清单上6%的份额给了
国内医疗器械制造商，
那么他们有能力抓住
机会吗？

玩转大数据咔裤才有资格跨界营销

把把裤裤子子当当汽汽车车配配件件卖卖

本报记者 刘帅

人体工程学是一
门研究人在某种工作
环境中的解剖学、生理
学和心理学等方面各
种因素的科学，它产生
的一大堆数据，与一条
裤子有联系吗？

在咔裤创始人孙
荣光看来，所谓的大数
据就是将顾客需求量
化，他将市场锁定在国
内 1亿多男士白领阶
层，利用人体工程学的
大数据，潜心研究什么
样的裤子在办公和开
车时穿起来更舒服，这
样的裤子被命名为“咔
裤”。与红领集团利用
十多年积攒的客户数
据实现了西装大规模
个性化定制相比，咔裤
走的又是一条什么样
的大数据道路？

本报记者 刘相华 王颖颖

高川对海信CAS计算机手术辅助系统进行讲解。 刘帅 摄

尽管线下服装实体店关店潮汹涌，但孙荣光还是坚持认为实体
店是必须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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