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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手机品牌力拼豪华旗舰店

不仅为卖货，更多用于品牌内涵的展示与提升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潘敬文

5G 发牌前夕，手机存量市场持续下

降，市场竞争加剧，国产消费电子巨头的

豪华旗舰店比拼愈发激烈。短短半年间，

小米全球最大旗舰店、OPPO 全国首家

天猫新零售体验店、vivo 全球首家品牌

概念店“vivo Lab”接踵而至。业内人士分

析， 这些豪华旗舰店的设立不是为了卖

货，更多用于品牌内涵的展示与提升。

国产手机厂商频开豪华旗舰店

3 月 22 日，以飞船为灵感的 vivo 全

球首家品牌概念店 vivo Lab 在深圳海上

世界正式开幕，意味着 vivo 的品牌和终

端零售形象迈入新的阶段。据悉，这也是

继小米、OPPO、华为之后后，又一家选

择开设豪华旗舰店的消费电子厂商。

2017 年 9 月， 小米翻开了设立豪华

旗舰店的序幕———小米之家深圳旗舰店

正式试营业。当时，小米联合创始人林斌

形容这家位于深圳华润城万象天地的小

米之家深圳旗舰店：“形象高大上， 应该

是整个商城最惊艳的， 整个店全是亮

点。 ”不到一年，小米于 2018 年 6 月在南

京又开了第二间旗舰店。

从去年国庆节至今不到半年时间，

手机厂商加密了开设豪华旗舰店的脚

步。 2018 年国庆节，小米之家第三家旗

舰店落地武汉楚河汉街；2018 年 9 月，

OPPO 宣布与天猫达成新零售战略合

作，全国首家 OPPO 天猫新零售体验店

落地广州；2018 年 12 月， 小米之家西安

大悦城旗舰店开业，达 1000 平方米的占

用面积刷新了小米旗舰店的记录； 今年

3 月 20 日， 华为终端官方微博宣布，华

为首家授权体验店 Plus 于 3 月 23 日在

武汉开业。

面积要大 设计别致要成“地标”

什么是豪华旗舰店？ 首先是面积要

“大”。以小米为例，小米之家面积多集中

在 200 平方米左右， 即使象征小米挺进

顶级商圈标志的北京世贸天阶店， 面积

也不过 300 平方米， 而深圳万象天地旗

舰店面积达 650 平方米，

武汉楚河汉街旗舰店面积

达 720 平方米，西安

大悦城旗舰店面积

更是达 1000 平方

米。 这些旗舰店的面积达到普通小米之

家 2~5 倍。 落地广州百脑汇的全国首家

OPPO 天猫新零售体验店， 上下两层占

地面积约 400 平方米， 远远超过普通

OPPO 门店。而 vivo Lab 面积更达到 893

平方米， 是 30~80 平方米的普通 vivo 专

卖店面积的 10 倍。

开设地标式旗舰店的鼻祖无疑就是

苹果公司。从乔布斯时代开始，精美奢华

的苹果旗舰店就无一例外成为当地城市

的“地标”。 因此，除了面积够大，设计还

要别致。比如，华为授权体验店 Plus 使用

两层复古小洋楼设计， 外观镶嵌着通透

明亮的落地窗玻璃， 在楚河汉街上辨识

度十足；vivo Lab 概念店在外部造型上

以飞船为灵感， 还将二层设计为一个沉

浸式的拍照体验空间， 仅二层花费就超

过 1000 万。小米深圳旗舰店聘请了世界

知名的设计公司 8 Inc 担纲旗舰店设计，

这也是第一家苹果店和苹果 6 发布场地

的设计公司。

强调互动性功能 并非单纯为卖货

与普通门店相比， 旗舰店的功能要

丰富许多， 更多是强调与消费者的互动

而非单纯的销售。 如 vivo Lab 概念店定

期举办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新工坊、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等机构合作的免费研讨活动， 以及

与时尚传媒集团等机构合作不定期开展

时尚艺术生活领域沙龙活动。 OPPO 天

猫新零售体验店内则拥有体感互动大

屏、“24 小时不打烊” 云货架、AR 说明

书、“刷脸”扭蛋机等一系列由“黑科技”

打造的体验区。

据悉， 苹果公司就是将这种旗舰店

模式“发扬光大”的企业。 从纽约第五大

道到北京三里屯， 苹果零售店基本都位

于繁华的商业地段， 拥有苹果统一的风

格设计，每天吸引着大量消费者入店，他

们在旗舰店里更多的不是直接购买产

品，而只是体验产品，这跟传统零售的准

则几乎完全相反。

此外， 旗舰店对店员有着更高的要

求。 据 vivo Lab 概念店的运营主管介绍，

概念店的店员均是二十四五岁的年轻

人，从数百人中层层选拔，并经过长达四

个多月的培训， 以激发他们自身的个性

和主人翁意识。 vivo 将店员定义为消费

者中的一员，与消费者平等对话的朋友。

“线下商店不是用来销售的，这放在

以前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但现在却越来

越合情合理。 ”艾媒咨询 CEO 张毅向记

者表示，在互联网电商时代，销售实际上

可以在线上完成， 线下门店更多被用于

品牌内涵展示，强化与用户互动。

第一手机界研究院院长孙燕飚也表

示，概念店是顶层的品牌展示，底层渗透

到小乡镇的专卖店才是真正用来走量卖

货的。“此前国产品牌都被认为缺乏文化

内涵， 旗舰店的目标就是希望提升品牌

内涵。 ”

在国产手机厂商密集开设豪

华旗舰店的同时， 此前一直在华

高歌猛进的苹果零售店开店步伐

却渐渐放缓。 根据公开报道显示，

此前苹果高管曾乐观地预计到

2011 年底，能在中国开设 25 家零

售店。 但是直到 2016 年， 才开到

第 25 家。 且在经过 2015 年和

2016 年的高速发展之后， 苹果零

售店在近两年只新增了 4 家，总

数定格在 42 家。 远远不及美国市

场 270 多家的门店数量。

“在 2015 年和 2016 年， 苹果

曾有一段高速拓展时期， 那期间

开了 30 家新店。 ”第一手机界研

究院院长孙燕飚向记者表示，自

2017 年初以来， 苹果只在中国开

设了 5 家新门店。 最新一家苹果

店是坐落在苏州工业园区 ，是

2018 年 9 月开幕的。 孙燕飚认为，

苹果开店步伐放缓是 iPhone 销量

受国产手机冲击影响。 此外，苹果

线下店的销售优势不断弱化，比

如最近， 苹果公司在线上通过各

种方式大幅降价， 但官网和线下

门店都没有降价。

信息时报讯（记者 潘敬文）

3 月 21

日， 在 2019 阿里云峰会·北京站上，阿

里云智能总裁张建锋在主题演讲中表

示，“全站云化”的时代已经到来，整个

阿里经济体正在 All In Cloud，成为“云

上的阿里巴巴”。“目前阿里巴巴 60%到

70%是跑在阿里云公共云之上， 未来要

经过 1~2 年的努力， 实现 100%的业务

跑在公共云之上。 ”张建锋表示，“升级

云智能之后，阿里巴巴的技术跟阿里云

的技术会完全一致，客户可以第一时间

使用跟阿里巴巴一模一样的技术。 未来

阿里巴巴所有技术、产品和 to B 的能力

都会通过阿里云平台对外输出。 ”

简讯

阿里未来全部业务上公共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

3 月 19 日， 以“美·更进一步” 为

主题的 vivo X27 发布， X27 系列

配备全新进化的零界全面屏 ，

19.5:9 比例超大视野的 6.39 英寸

super AMOLED 屏幕， 屏幕没有

任何刘海与开孔。 X27 搭载首创

的透明光效升降式摄像头， 摄像

头升起瞬间点亮竖向平行对称的

两束光晕， 6 色氛围灯和多种升降

音效加持。 据悉， vivo 全球首家

概念店开幕次日首销的 X27 系列

也将作为 vivo Lab 概念店第一款

同步首销的 vivo 新品。

vivo X27发布 搭载透明光效升降式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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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家

品牌概念店 “

vivo Lab

”。

受访者供图

荩OPPO

全国

首家天猫新零售体

验店。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