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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7日，“青年恒好·中国梦公益创业教育与实践研讨
会”在北京举办，来自全国高校 250多名创业教育专家、学者
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公益创业教育与实践的意义。本次活动由

KAB 全国推广办公室、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中国青
年报社作为本次活动的战略合作伙伴。“青年恒好”项目是

KAB 项目与恒源祥合作共同搭建的一个关注青年成长、成
才，服务、扶持青年创新、创意、创业的开放性公益实践平台。

资讯

本报记者 郭奎涛

也许，酒店业内微服私访的“钦

差”们要下岗了。

“神秘客”，指的是受雇于酒店集

团总部或酒店监管机构、扮演成顾客

对酒店服务进行考察评定的调查员。

这一调查方法在酒店业的广泛应用

可以追溯至上世纪 40 年代，并在之
后成为酒店一线从业者们经常面临

的“大考”。有趣的是，目前“神秘客”

遭遇的挑战来自于他们所扮演的对

象———顾客本身。

“作为服务型商户的典型代表，

酒店最为关注用户的体验与感受。”

慧评网 CEO 林小俊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而目前酒店所采用的回访

和暗访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而且覆

盖面和客观性上都难以满足酒店的

需求。”这家大数据公司提出的解决

方案是：通过收集和挖掘顾客对酒店

的网络点评，来告诉管理者想要的答

案。

酒店“神秘客”的终结

“随着 WEB2.0的发展，越来越多
的网民能够低成本地将他们的消费

感受发表在互联网上，以表达自己的

态度和看法。”林小俊告诉记者，“而

这些内容，对于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商

家而言，是其了解与维护顾客的重要

渠道。”

然而，“收集顾客对酒店的网络

点评”无疑是个难题；而更难的是搜

集之后的价值挖掘———中文自然语

言的分析与处理。“想象一下中文的

复杂吧。”林小俊说道。

2012年 2月，慧评网推出了首个
DEMO系统；3月，慧评网即获得了天
使资金的注入，正式进入了产品化阶

段。“酒店慧评系统目前向酒店提供包

括一站式点评管理、统计报表分析、多

维度竞争分析和实时危机预警在内的

数据服务。”林小俊表示，“总体来说这

是一款互联网点评‘情报分析系统’，

为的是让酒店发现问题、了解自己。”

据慧评网透露，截至目前已经有

334个城市的酒店使用了酒店慧评系
统———可以想见的是，“神秘客”的衰

落已经在走向倒计时了。“大数据时

代酒店的评定已经从官方化、商业化

变成了社会化、中介化。”华美酒店顾

问有限公司首席知识管理专家赵焕

焱表示。

“酒店运用大数据的目标是对外

精确定制营销，对内快速反馈改进。现

在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酒店管理专

业，已经开设了 10门信息化课程———
大数据时代酒店的机遇，就是把信息

技术作为酒店的核心竞争力。”赵焕焱

表示，更深层次的变革同样正在进行。

“趋势已经显而易见了。”

供应商与开发者
微妙“联姻”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大数据公

司比作一根杠杆的话，它撬动的不仅

是酒店这样的传统产业，还有流通渠

道领域的巨头们。4月 3日在酒店慧
评北京站的路演上，携程旅行网副总

裁丁小亮现身助阵，引起了观察者的

猜测：中国最大的 OTA（在线旅游服
务商）与这家新兴的大数据公司如此

亲密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与携程的 Ebooking（电子预
订单管理）系统进行了无缝对接。”林

小俊告诉记者，通过该系统，慧评网可

以将客人反馈到携程的酒店评价“一

网打尽”；作为回报，携程可以利用慧

评的技术改进自己的酒店产品。

这样的合作已经延展开来。目前

酒店慧评产品的点评数据主要来源

为携程网、艺龙网、去哪儿网、同程网

等众多国内主流的 OTA以及到到网、
驴评网、大众点评网等专业点评网

站。慧评网宣布，已经能够覆盖

160000家以上酒店的网络点评。
事实上，当酒店与 OTA之间出现

慧评网这样的公司之后，有趣的变化

发生了：除了在线分销商之外，OTA
们又多了一个新的角色———大数据

“供应商”。

“携程已经积累了十多年的线上

线下服务能力以及行业数据的分析

整合应用能力。”携程相关人士告诉

记者，“携程拥有专业的商业智能部

门，已经建立起长效的客户需求挖掘

机制；另一方面基于开放平台战略，

我们也不排除与任何分销商及供应

商进行渠道合作。”“大数据库”携程

打算在挖掘数据价值上，自行开发与

合作并行。

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案例是携程

与 APP“酒店达人”的合作。“酒店达
人”采用 O2O方式，可在应用内直接完
成搜索附近酒店到下单预订的一系列

动作———这就是在抢 OTA 的饭碗。
“酒店达人接入了携程等商家的 API
数据库，并对其中可以在线直接预订

的酒店数据进行整合和处理，再返回

给用户。”酒店达人创始人刘张博表

示。“我们可以给携程的，是流量。”

这样的事情，几乎发生所有 OTA
与相关大数据公司的合作之中。总体

而言，资源的拥有者与新兴的开发者

目前还很“和睦”；但令观察者更好奇

的，是两者何时会走向竞争的对立

面———这一天也许并不远。

大数据赛跑

离现在更近的，还是大数据公司

之间逐渐燃起的“战火”。

“大数据时代，酒店的挑战是能

否改变传统的营销观念。”赵焕焱表

示，“酒店营销将从卖方市场转换到

买方市场，从 4P———产品（product）、
价格（price）、促销（promotion）、渠道
（place） 转换到 4C———顾客（Cus原
tomer）、成本（Cost）、便利（Conve原
nience）、沟通（Communication）。”

这是一个过程，一个诞生无数商

机的过程。4月 10日，一个名为“中国
酒店口碑网”的新浪微博用户发布了

“知名酒店品牌新浪微博 3月份口碑
分析”，并宣称“对于酒店类话题的关

键词，我们有智能语义解析算法，通

过六大类、300 余话题的历史评价数
据总结计算出的酒店类语义。”看起

来，慧评网的对手似乎已经出现了，

尽管这些大数据公司目前的规模都

还很小。

“从数据挖掘的角度来看，由浅

至深存在着‘描绘—分析—预测’三

个阶段的任务。”林小俊表示，目前慧

评网的工作是将点评语言转化为结

构化数据，基本上还处于“描绘”阶

段。“接下来我们将利用数据为酒店

提供更专业的分析报告、乃至提供经

营趋势预测的相关支持。”

真的到了这一天，酒店、分销商

们将受到怎样的冲击呢？现在还不得

而知。林小俊的目标，已经直抵维克

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其著作《大数据

时代》中的经典观点：大数据应用的

核心，就是预测。当然，这应该也是所

有大数据公司想要抵达的“远方”。

大数据重构酒店产业链生态

本报记者 彭涵

习惯了 PC 端的垄断性份额和利
润高速增长，移动互联网的来袭多多

少少让百度有些不适应。

根据百度刚刚公布的今年一季

度财报，百度当季净利润同比增长仅

为 8.5%，远远低于之前五个季度平均
64%的利润涨幅。这一结果导致百度
股价下跌 8%，创下了今年 2月份以
来的最大跌幅，公司整体估值也只有

5年前的一半左右。
专注移动互联网的市场研究公

司艾媒咨询 CEO张毅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百度在移动端

的大肆收购却未能像微信、微博那样

的入口级产品，持续的烧钱却不知道

何时盈利反而严重拖累了百度原本

的高速增长，百度的前景相比同级别

的互联网巨头很不明朗。

移动端搜索碎片化

在 PC 端，搜索是无可置疑的主
要上网入口，网民查找东西通常都

要选择这种方式。而在移动端，搜索

的这种地位已经不那么确定了，因

为网民通常会直接通过相应的 APP
来上网。显而易见的是，在手机屏幕

上琳琅满目的 APP 中，搜索已经被

淹没了。

奇虎 360董事长周鸿祎即认为，
移动端与 PC端的上网入口已经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该公司在将传统 PC
端业务移植到移动端就充分注意到

了这一点。虽然奇虎 360在 PC端对
百度搜索步步进逼，在移动端却至今

没有明显的动作，甚至还放弃了移动

端浏览器的争夺，该公司正是依靠 PC
端的浏览器一举拿下了 10%的搜索
份额。

不过，虽然利润增长大幅放缓，

百度移动端入口级产品移动搜索、百

度地图的强势发展，其中，移动搜索

日活跃用户比上季度增长 25豫，总数
已超过一亿。需要注意的是，百度移

动搜索流量的来源比较复杂，不像 PC
主要来源于网页搜索，第三方平台的

导入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实际上，移动搜索要扮演的角

色越来越多，在它的另一端，可以是

LBS、APP、SNS，也可以是网络购物平
台等。”张毅认为，搜索企业应该从传

统 PC端搜索思路中醒来，因为移动
端搜索不再是仅仅存在于搜索主页，

更多的在于具体的上网互动中。

无缘新浪微博背后

4 月 29日，阿里 5.86亿美元将

新浪微博 18%的股份收入囊中，这一
波“阿里浪”再度掀起移动互联网门

票的讨论热潮。腾讯有了微信赢得先

机，阿里有了新浪微博，奇虎 360 成
功移植了安全卫士，百度却还没有拿

得出手的旗舰产品。

“移动互联网现在还处在发展

阶段的初期，市场上的产品和技术

水平参差不齐。我们的想法是，如果

能够采取并购办法的，就要花钱去

买，而不是自己开发，这会让我们节

省大量时间。”李彦宏在今年一季度

财报会议上解释百度的移动化战略

时说。

的确，近两年百度在移动互联网

领域的并购时常见诸报端。根据《中国

企业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百度收购或

者投资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已经达到

40款以上。比较尴尬的是，除了自身的
地图、搜索等应用，在普通用户的手机

界面上很难看到百度的身影。

其实，对于比较知名的手机应

用，也经常传出百度注资的消息，最

终却都是不了了之，有消息表明主

要原因是百度过于傲慢而不肯付更

高的价格。例如，阿里投资新浪微博

事件中百度就被因为出价过低而竞

购失败，因为同样的原因百度还与

拥有约 50%份额的手机浏览器 UC
失之交臂。

烧钱看不到尽头

且不说百度的大举并购没有拿

得出手的移动端产品，过度的烧钱反

而拖累了百度的营收尤其是利润增

幅，移动端商业化模式不清晰给投资

能否换来回报也打上了问号，这也是

一季度财报在营收增长的情况下依

然导致股价大跌的主要原因。

除了大规模的并购，百度还在持

续加大对移动端搜索的投入。一季度

财报还显示，百度当季在移动搜索的

各项研发投入已经达到 8亿多元。据
悉，百度今年在移动搜索的投入主要

在语音搜索和图片搜索方面，前者已

经为百度移动端贡献了 10%的流量。
但是，百度总裁李彦宏早前不止一

次地表示，尽管移动互联网已经为百度

贡献了不菲的流量，未来 3—5年内百
度不会思索移动互联网的商业化。今年

一季度的财报也没有看到移动端的营

收数据，李彦宏还在电话会议中重申了

暂时不考虑商业化的观点。

其实，移动端的烧钱并不是百度一

家的问题，地图、安全等整个移动互联

网都面临着盈利难题。正如高德地图

CEO成从武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的那样，移动互联网目前只

能投入，有了用户自然会有商业模式。

移动化受挫 百度净利润增长急刹车

渠道网络创业帮扶中国行落户北京

日前，主题为“2013年渠道网络创业帮扶中国行暨寻找中国
创业先锋”活动在北京正式开幕。此次活动由安徽渠道网络与第

15届中国特许展主办，主办方希望通过渠道网络的平台让更多
创业者了解网络招商行业，通过现场活动和互动切实、有效地帮

助京津冀周边地区有创业需求的人群，找到合适自己的商机。渠

道网络推出“创业专家一对一”的环节，让特邀嘉宾对创业者在

创业路上将遇到及关心的各种问题做出一对一剖析，对创业者

比较关心的创业疑惑提供了全面且深入的解答。 （冯远山）

二院 203所航天时统技术试水民品

前不久，二院 203所凭借过硬的产品技术和成熟的营销
策略，成功签下第一单民用航天时统组合产品研制合同。该单

合同是 203所军用时统技术在民品市场的首次试水，标志着
203所将作为时统产品专业供应商，在激烈的民品市场竞争
中一展身手。203所以技术专长为牵引，整合所内原子频标以
及时间频率两个专业的优势，将两者进行了对接。军用技术在

民品市场上的成功应用使得 203所尝到了甜头，由于业绩突
出，一度连续两年获得二院“军民融合及民用产业优秀单位”

称号。 （李涛 刘文）

民生租赁布局亚洲公务机市场

近日，中国民生银行、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携手美

国湾流宇航公司，在位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中国民航飞行校

验中心举行了主题为“分秒天地间”的湾流全系列公务机发布

会暨 G650 G280公务机型的亚洲首发仪式。现场，湾流宇航公
司代表发布了全新的湾流 G650和湾流 G280，这成为两个全新
战略机型在亚洲的首次亮相。这两款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机型

在民生与湾流联合举行的航展上进行亚洲首发。 （张晓磊）

华人经济领袖巡讲走进北大光华

4月 24日，由凤凰网、《21世纪经济报道》、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经济之声联合主办的“年度华人经济领袖盛典”，在北大

光华管理学院阿里巴巴报告厅展开商学院巡讲活动，两位华

人企业家均瑶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王均豪、高和资本董事长

苏鑫应邀参加，与北大学子与各大媒体一同分享讨论打造中

国经济“升级版”的机遇和挑战。自 2011年起，华人经济领袖
开始走入全国顶尖商学院，旨在把中国最优秀的领袖、最优秀

的思想带到全国。

眼镜“暴利说”媒体说明会举行

近日，有关眼镜行业暴利门的报道，再次流窜各大门户网

站，但这次争议性很大。为了能正确引导消费，让更多的媒体

与消费者了解视光眼镜行业，也给视光眼镜企业一个说话的

机会，北京市朝阳区视光眼镜行业协会于 4月 26日在北京爱
尔英智眼科医院会议室组织召开了一场关于眼镜是否暴利说

的媒体说明会。北京市朝阳区视光眼镜行业协会会长秦利国、

秘书长贾岩等领导以及部分企业参与会议，并就各种疑问接

受了媒体提问。

明基公司转型数字时尚生活先锋

近日，全球知名的 IT设备制造商明基宣布推出其新产
品“幸福云触屏”。让业界耳目一新的是，明基幸福云触屏不再

只是冷冰冰的显示器，也不仅仅是一台屏幕放大的平板电脑

或一台一体机电脑，而是一款结合了电脑、显示器及手机等众

多应用的娱乐分享装置，且操作非常简单，就算是完全不懂电

脑的年长者，也能迅速学会并熟练使用。随着“幸福云触屏”等

产品的推出，明基也由一家普通的 IT设备商转型为数字时尚
生活解决方案提供商。

恒源祥助力公益创业教育与实践

除了在线分销商之外，OTA们又多了一个新的角色———大数据“供应商”

近日，马恩岛政府及商务代表团圆满结束访华行程，并已

进一步部署下轮对华经贸推广，旨在为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创造商业合作机会。马恩岛正在策划由其部长带领代表团再

次访华，且中国正在组织代表团前往马恩岛考察。马恩岛经济

发展部部长约翰-施明（John Shimmin）率领了此次访华代表
团，他表示通过此行马恩岛更加坚信中国巨大的商业潜力，将

加强与中国的商贸关系及创建合作机遇。 （云婉苗）

马恩岛助力中企创造投资机会

本报记者林瑞泉 /摄

冀中能源邯矿集团陶二矿在煤炭市场低迷、销售不畅的

情况下，积极采取换位思考、优化销售结构，提煤质跑市场、优

质服务揽用户等多项应对措施，创出建矿 30年来最好水平。
为确保产品质量，他们严抓煤质管理，加大拣矸力度，降低毛

煤含矸率，从根本上降低原煤含矸量；严细煤样化验分析流

程，对原煤、商品煤等煤种质量进行检测，做好发热量、水分、

灰分等指标化验、分析工作。该矿广泛征求意见，及时掌握客

户对品种、质量、服务的要求，适时调整结构，促进煤炭销售，

不仅超额完成销售计划，而且货款回收率达到 100豫。
（石爱军 柴顺利）

陶二矿换位思考促销售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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