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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成
最受欢迎国际公共产品
今年 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受
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姜增伟说，“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巨
大，各国经济优势互补性强。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已经建立了紧密的经贸联系，
有力地促进了各国经济和产
业发展。据他介绍，2016年，中
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
易额达 1.07万亿美元，对沿线
国家直接投资 145亿美元。中
国企业已经在 20多个国家建
设 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
国家创造近 11亿美元税收和
18万个就业岗位。在产业转型
升级、内需持续增长和消费需
求升级的多重驱动下，中国巨
大的国内市场也为“一带一
路”沿线各国提供了广阔的经
贸合作机遇。

据 新 华 社 电 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姜增伟
13日在新加坡表示，中国提出
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今世
界上最受欢迎、前景最好的国
际公共产品。
姜增伟在出席中新经贸
与投资合作论坛期间接受新
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一带一
路”建设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
重大举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
要平台，是中国迄今为国际社
会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也是
目前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际
合作倡议。
他说，自 2013年中国提
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全球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
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相关内容也被纳入联合国大
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

一分钟视频
能讲什么故事？
周鸿祎给内容创业点火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焦立

公布 A股上市计划之后，
360迅速在内容战略上展开布
局。该公司新鲜出炉的一分钟
快视频 APP以及百亿扶持基
金，打响了超短视频内容生态
之战。
昨天 360创始人兼 CEO
周鸿■出现在发布会现场，这
是举行借壳上市说明会之后，
老周首次公开亮相。不过他的
演讲环节也被压缩到了“一分
钟”。周鸿■表示，世界很快，我
们很忙，能用一分钟，别用 1小
时，浓缩的才是精华。他希望快
视频能做到“超短超有料”，只
奉献干货。
“快视频将自身定位为‘一
分钟超短视频 APP’，开创一
个新的品类。”360集团助理总
裁谢军样说。在谢军样看来，超
短时长、浓缩精华的视频内容，
正成为未来趋势和主流。
当然，快视频更多强调的
是内容的品质和有料，具备可
传播和扩散的价值，能让普通
大众欣赏；同时还有复用价值，
流传很久之后，还能重复欣赏；
而在内容上，还能撩拨读者的
情绪；此外，超短视频需要是一
部完整作品，能在 1至 3分钟

坤）

内完整的呈现一个知识、一个
逻辑、一个故事、一个道理。
快视频昨日还发布了
“100亿快基金”计划，扶持原
创作者生态。这项基金和其他
巨头发布的计划相比，最明显
的区别有两方面：一是专注在
超短视频内容生态，投入更集
中；第二是对原创作者提供了
闭环式的成长扶持。
快基金包括粉丝基金、首
发基金、分成基金、投放基金
等四个部分，帮助作者覆盖数
亿的 PC及移动客户，提供百
亿级的展现量，以及免费获得
精准粉丝等。相关的收益补
贴，未来将陆续推出。目前，
快视频已和数万家内容机构、
工作室达成合作，其中包括贝
壳 视 频 、Papitube、 万 合 天
宜、二更、办公室小野等优质
头部作者。
此前，周鸿■指出，在移动
端未来真正有价值的是基于内
容的战略，所以今年 360在信
息流和短视频领域会展开布
局，未来几年将重点打造内容
产品矩阵。快视频的“超短视
频”战略，或许将对整个短视频
行业，产生一场真正意义上的
“颠覆”。

双 11 刚走，
“黑五”又来了
洋码头全面升级全球服务保障网络
双 11 刚走，黑色星期五又要来了。 11 月 17 日至 11 月 29 日，海外购物平台洋码头将举
行为期 13 天的 2017 全球黑色星期五狂欢节。
今年“黑五”，洋码头提供了更加多元的购物和服务形式：补贴数千万关税打造业内规模
最大的“全球优选团”；首次推出 37℃温暖关怀计划、慢就赔和极速退；联手东航物流，升级跨
境购物新体验等。 同时洋码头还增加社交玩法，“清空购物车”活动最高上限达 10 万元。
洋码头创始人兼 CEO 曾碧波表示， 公司已于 9 月实现结构性盈利。“这个行业增长很
快，国人对海外商品的需求旺盛。 ”

6 万名买手淘金

中国“黑五”用户分享数亿红包

黑色星期五自美国诞生 56
年来，已风靡全球。2014年洋码
头首次引入“黑色星期五”，不仅
延续了“黑五”的折扣、潮流、囤
货、血拼等核心元素，并且在此
基础上了开创了更加丰富多元
的玩法和内涵，
成为跨境电商的一种文化
符号。
今年，全球 6万多名买手商
家将参与洋码头“黑五”活动，备
货来自美国、欧洲、日本、韩国、
澳洲、新西兰等 83国的超低折

扣、应季、潮流商品，包含服饰、
鞋子、包包、美妆、母婴、保健等
400多个品类。
美国资深买手商家 Abby
表示，“中国的黑五太有魔力了，
每年我都需要提前至少三个月
做规划，挑选各大品牌最新的潮
流商品，随时关注美国的折扣幅
度。她表示去年是他们做黑五的
第一年，单天销售额就冲破 500
万，“今年当天很有可能破千万，
我们非常有信心。”
洋码头今年也推出史无前

例的促销活动。数亿元红包全场
派发，用户进场即可获得 1117
元大礼包。
常规促销之外，洋码头还为
“黑五”注入了快乐购物、分享购
物的新内涵，推出了社交新玩
法——
—清空购物车。用户在洋码
头享受“黑五”乐趣时，可以邀请
好友共同参与，获取免单卡。每
张免单卡都有机会清空你的购
物车，最高将免单 10万元。同
时，每天还能额外抽取 5折 -9
折的不同优惠券，100%中奖。

打造“全球优选团” 首推 37℃温暖关怀计划、慢就赔、极速退

洋码头创始人兼 CEO曾碧
波表示，随着用户需求呈现越来
越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不仅
要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商品，也
必须全面构建和升级服务体系。
“目前可选择的渠道太多
了，商品也足够丰富，反而选择
成了一大问题，不知道哪个渠道
的商品是真的，也不知道是否是
最便宜的，每次选择都非常纠
结。”资深海淘用户张雨的烦恼
很多消费者都有。今年，洋码头
推出了全球优选团。之前，消费
者在海量的商品中挑选，现在洋
码头通过专业的技术、供应链、
运营能力，首先进行一轮严选，
然后推荐给用户。从 11月 17日
至 19日，每天推出 100款，共有

300款商品入选全球优选团，并
对开团的用户提供关税补贴，总
额数千万元。
此外，洋码头还推出了三大
服务政策。37℃温暖关怀计划，
开启了平台主动服务用户的先
河，基于大数据和人工的多手段
分析，洋管家将主动为用户提供
服务；“极速退”则解决了海淘用
户长久以来的“退货难”问题，凡
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或者超出承
诺时效的，均可向洋码头官方提
出退货退款需求，洋码头官方先
行退货退款，保证消费者权益；
“慢就赔”承诺，用官方物流承运
的商品，超出承诺时效，洋码头
官方率先进行赔付。今年“黑五”
洋码头与东航物流达成战略合

作，在商品承运等业务方面，双
方都会将对方最为优先选择。
“黑五”期间，将有一半商品由东
方航空承运。
据介绍，成立 7年来，洋码
头从买手商家入驻严审和培训、
大数据监管、官方物流封闭运
输、先行赔付，假一赔十、售后无
忧等多方面持续优化体验。今年
以来，洋码头已陆续升级了买手
商家入驻门槛，联手四大部门共
同审核；推出“鹰眼联盟”，联合
万名海淘经验丰富和专业知识
过硬的资深会员，成立专门的监
察组，对卖家货源、资质、服务等
进行全方位公开监督，实时反馈
举报；升级大数据监管风控，打
造无形的“监管武器”。

获 C 轮融资“独立平台不一定会被巨头秒杀”

“2017年是洋码头全面推
动服务升级的一年。”曾碧波表
示，洋码头的使命是引领中国
消费全球化，真正实现中国人
全球消费的梦想。曾碧波同时
宣布，洋码头已获得 C轮融资，
融资金额不低于 B轮的 1亿美
元。领投方为国内知名产业基

金招商局资本，包括上海国际
集团旗下赛领国际基金在内的
A轮和 B轮投资方跟投，目前
处在交割期中。同时，洋码头已
经实现盈利，收入整体覆盖支
出，“这说明独立平台不一定就
会被巨头秒杀。”
洋码头成立于 2009年，

2010年获得了天使湾创投 500
万元人民币天使投资；2013年
底获得来自 SAIF的 A轮千万
美元级别的投资；2015年 1月，
洋码头完成 B轮 1亿美元融资，
领投方为上海国际集团旗下赛
领国际基金。
（刘映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