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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新推 88vip 会员权益

尊享吃喝玩乐折上折
如何留住忠诚的“剁手党”？ 近日， 阿里巴巴集团推出针对
“88VIP”会员的超级权益，根据测算，权益升级一年可以平均为用
户节省 2000 元。
“
这一高度整合的阿里巴巴生态系统在全球独一无二。 ”阿里相关
负责人表示，这场全球商业史上规模最大、涉及人数最多、权益覆盖最
广的会员体系升级，将为商业世界和消费者生活带来又一次全新变革。

万能的 88VIP
承包“吃喝玩乐”多项权益

“人生没有白剁的手，你花掉
的每一分都有回报”，对于已经成
为“88VIP”会员的小胡来说，打通
的会员权益让她觉得“很值得”。
88VIP犹如阿里推出的会员
“一卡通”，涵盖阿里巴巴旗下的所
有核心业务。成为“88VIP”之后，会
员可以打通优酷、饿了么、淘票票、
虾米等全年 VIP会员的权益，再也
不用为这些 APP单独开通会员。
成为“88VIP”之后，不仅可享
叠加双 11折扣的全年“折上折”，
出自天猫超市、天猫国际直营、全
球 88个品牌的优质商品统统全
年 9.5折；还可享进口牛奶、进口
大米等生活必需品全年专属折扣。
“我每个月在面膜上的花销在 300
元左右，会员可以省下 15元，这
一项一年就节省了 180元。”
除了购物，“88VIP”承包了
会员“吃喝玩乐”的多项权益，用

淘气值 1000 成分界点
北京消费者淘气值均分全国第三

打开淘宝 APP，点开“我的 巴巴会员体系的基石，是阿里会
淘宝”，看到“淘气值”一栏的数字 员等级划分的依据。阿里基于淘
后，小于有些失望，“785，就差 宝丰富的大数据基础，通过计算
用户的综合购买力、互动指数和
200多。”
根 据 88VIP的 新 规 则 。 购物信誉等核心指标，从而得出
88VIP正常购买价格为 888元， 一个分值，该分值即是淘气值。
淘气值 1000是个分界点，
如果你的淘气值满 1000的话，
户会自动升级为包括优酷、饿了 购买价格则仅为每年 88元。
1000以下称为 88会员，1000以
么、虾米、淘票票在内的年卡会
原本被很多人忽略的“淘气 上则是 88超级会员，除享受
员。优酷年度 VIP会员价值 198 值”热了起来。
“88VIP”特优价之外，在日常的购
元，虾米年度超级 VIP会员价值
其实，
“淘气值”一直是阿里 物、支付、娱乐等方面拥有特权。
128元；淘票票年度全国卡价值
192元；饿了么年度超级会员价 “超级会员”时代来临
值 108元。根据平均用户的消费
水平，成为“88VIP”一年就可以 阿里“88VIP”重构会员体系
节省近 2000元。
阿里相关负责人表示，阿里
会 员 制 的 诞 生 是 全 球 商 景全体验的变化，未来，与天猫有
新零售生态正在持续为会员增加 业高度发展的结果。无论是付 紧密合作的品牌可以依托 88会
更多价值和服务。不同的消费和 费订阅的流媒体视频网站，还 员体系，实现双方会员体系的互
生活场景，面对的都是同一人群。 是付费免广告的音频流媒体， 通，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他们不仅每天在上面点外卖，在 又或是线下零售 卖 场 的 会 员 阿里 88VIP项目总负责人段玲
淘宝天猫购物，也会在上下班的 店，都在全球积聚了大量忠诚 表示。
路上听虾米，在优酷看世界杯，他 用户。
资深“剁手党”借由会员体系
们每一天都生活在阿里新零售的
“普通的品牌会员体系停留 的打通，增加了对阿里生态平台
生态当中。比起传统意义上的专 在单一服务和单一体验上，但 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不再纠
注 某 一 领 域 的 会 员 机 制 ， ‘88VIP’依托于阿里巴巴建构的 结于一个个会员权益的开通、续
“88VIP”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基于 生态体系，实现了从功能会员到 费和维护，只要拥有“88VIP”一
生态会员，从线上或线下到跨场 张卡，日常生活中高频使用的那
阿里生态的会员体系。

连接“
人、硬件、服务”
腾讯云科技助力亚朵打造智能体验房

近日，腾讯云携手亚朵，在
北京东直门亚朵 S酒店打造了
三间科技力爆棚的智能体验
房，并已于 8月 6日正式投入
运营。在以此为基调展开的合
作中，基于腾讯云智能酒店解
决方案及云计算、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技术能力，以及亚朵运
营经验及相关优势，双方共同
建立起一个志在未来、富有胆
识的实验环境，为酒店行业进
入住宿 AI时代提供案例参考
与借鉴，推动智能服务与酒店
场景的高度融合，引领未来的
智能生活方式。
人工智能 +酒店
打造住客旅居新体验
酒店业与高新技术有着天
然的耦合性，通过兴起的 OTA
平台，率先享受到互联网带来的
流量红利，但随着客源结构发生
巨变，衍生出了更多个性化住宿
需求。对于酒店运营而言，着力
打破同质化、创新商业模式，成
为业内当下发展的重点。
与亚朵合作之前，腾讯云

已打造出专业的智能酒店解决
方案，通过连接“人、硬件、服
务”，提供集成化酒店智能革新
平台，为酒店业智能升级提供
科技助力。正是基于腾讯云专
业的技术资源，结合亚朵丰富
的酒店运营经验，将智能化融
入人文生活场景，不仅能够丰
富酒店的运行模式，也将为住
客营造更酷炫的旅居体验。
塑造全链式服务新体验
引领未来智能生活
在具体改造方面，腾讯云
通过 AI技术、大数据、硬件集
成化等，为住客塑造了从入住
到离店的全链式服务新体验。
比如，引入“刷脸入住”，简化入
住流程、减少时间消耗；腾讯云
小微语音控制，智能连接服务
应用和家居设备，住客可即时、
便捷化唤起酒店服务；智能魔
镜则以推送资讯的方式，智能
提示新闻、健康、出行等信息，
提供个性化贴心服务；此外，接
入企鹅极光影院及其他娱乐影
音设备，为住客带来场景、视觉

等全新体验。
基于腾讯云技术，亚朵智
能体验房将优化入住流程，为
住客打造更具人性化的酒店服
务，为运营管理注入创新活力。
同时，也将为酒店行业发展提
供新的案例参考与借鉴，引领
未来智能生活。
连接“人、硬件、服务”
构建智能生态体系
腾讯云推出的智能酒店解
决方案，通过连接“人、硬件、服
务”，为酒店提供更具针对性的
智能化改造、运营平台，让酒店
改造更省时省心省力。
亚朵智能体验房的落地运
营，或将为亟待转型的酒店业
树立标杆。同时，腾讯云打造的
智能酒店解决方案，助力打破
酒店服务与住客间的沟通壁
垒，营造更优质的服务体验，提
升酒店运营价值，无疑平衡了
酒店运营模式与消费升级间的
矛盾，必将加速酒店的智能化
转型。
刘松

在淘气值平均分排行榜上，
北京“剁手党”位居全国第三。数
据显示，88超级会员消费力惊
人，月平均消费 30次，几乎“日
日剁手不能停”，虽然三分之二的
88超级会员都是女神，但精致的
猪猪男孩买买买也毫不手软，他
们通常是“深夜剁手党”，近一年，
有 443万男性 88超级会员在淘
宝上买了 25亿的进口美妆商
品，平均每人消费 564元。

些场景就可以互通，不仅省心省
钱，体验也更为流畅。
对于企业而言，则可以更好
地进行品牌运营、用户管理、渠
道拓展和产品开发。对活跃在
阿里新零售平台上的广泛商家
来说，不同平台会员体系的升
级和打通，能令他们和消费者
更深入地绑定，不仅进一步打
通线上线下，还能大大拓展原
有的会员体系。
北京晨报记者 刘映花

迎双节美食攻略 相约舌尖上的北京礼品家居展
中国人过节，似乎永 道美味大餐，将于展会上现 琅满目，第 38届北京礼品
远离不开“吃”的话题。面对 身的故宫汝肴月饼历史悠 家居展将通过打造舌尖上
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双 久，味道鲜美，是今年中秋 的礼品盛宴，为观众提供一
节及其背后广泛的礼品采 国庆双节美食宝库中的极 个零距离接触美食的绝佳
购市场，将于 8月 16日 品。深受北方观众追捧的海 平台。
目前，展会已在官网
-18日在北京国际展览中 鲜大礼包，以其无公害、无
心开启的第 38届北京礼 污染、纯天然特性，成为人 和官方微信“励展华群礼
品家居展顺应礼业潮流， 们走亲访友馈赠礼品的优 品展”开启预登记通道，因
广泛汇聚了各种“舌尖上 选，如将在展会上展示的冰 故没有提前预登记的观众
的礼品”，致力于一展揽尽 岛海参斑、越南秋刀鱼、爱 届时需要现场登记，携带 2
前沿节日礼品、绿色食品 尔兰黄金蟹等畅销深海食 张以上名片或是由现场工
和特色食品，届时，欢迎礼 品一应俱全。而过去不起眼 作人员进行简单的人工审
品采购商、专业观众及美 的杂粮食品，现在也成为了 核后方可入场。主办方期
食爱好者来美食盛宴现场 绿色健康食品的代表，如将 待更多观众关注展会并提
在展会呈现的梁家河杂粮 前预登记，欢迎所有新老
尝鲜。
中秋节的月饼不仅是 系列礼品，营养丰富、绿色 朋友届时前往北京国际展
一种礼品，更成为传统节日 健康。总之，特色礼品大汇 览中心，一同感受美食、选
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 聚，脍炙人口的双节食品琳 购好礼。
刘文
7 月基金成绩放榜 工银瑞信 26 只产品跻身同类 TOP10
7月受多方因素影响，债市 老将，工银瑞信旗下债券基金 7 双利债券 A继 7月也是节节高
风景依然独好，整体上行步入 月全部实现正收益（新产品除 升，年内累计成绩斐然，据同类
牛陡行情。各类基金中，债券基 外），其中 15只产品成绩居同类 前列，并获得海通证券最新公
金 7月平均成绩向好。公司表 前列，15只产品年内累计达新 布的三年综合系列基金评级的
现来看，投研综合实力强的基 高，为大家在震荡市中把握住了 五星评价。
金公司各类产品均有亮眼表 一份稳稳的幸福。
海通证券表示，当前短端利
现，例如工银瑞信，银河证券数
具体来看，工银信用纯债 率仍有下行空间，债市将继续牛
据显示，公司旗下共有 26只产 一年定开 A份额 7月一路飘 陡，信用债方面一旦信贷环境有
品 7月回报跻身同类 TOP10。 红，年内累计成绩达新高，工银 所改善，信用债将面临整体性机
今年以来，避险情绪发酵下 瑞享纯债 7月也取得了好成 会。业内人士建议，风险偏好较低
“股债跷跷板”效应逐渐显现。银 绩，年内综合成绩优秀。“国内 的投资者，8月基金组合策略可
河证券数据显示，上证国债指数 首只生命周期债基”工银添颐 考虑增配债券基金，产品挑选上
7月继续上扬，全年累计成绩优 债券攻占暑期黄金档，A份额 建议关注中长期业绩表现好、信
秀，是纳入统计的 16个市场主 单月成绩明显，自 2011年成立 用风险控制能力强的绩优产品。
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刘文
要指数中的代表产品。作为一员 以来年化成绩更是喜人。工银
精耕制造十三载 北京奔驰加速高质量发展
继去年产销量创造历史新 逐渐成为中国汽车市场领先的 造2025”的践行示范。站在十三
高后，北京奔驰今年上半年继续 豪华车制造企业。
周年的新起点上，伴随着本土化
保持快速发展，产销量同比增长
北京奔驰已不仅仅是北汽集 生产能力的不断加强和更多新产
均超两位数，在创造同期最好成 团与戴姆勒公司实现共同战略目 品的投产，北京奔驰必将继续在
绩的同时，也为梅赛德斯 -奔驰 标的核心力量，更是北京汽车工 高品质发展的道路上加速前行，
在华销量贡献颇多，延续了自 业持续向高精尖方向转型升级的 在“中国制造 2025”的实践过程
刘文
2015年以来的迅猛发展态势， 优秀代表和“工业 4.0”与“中国制 中有所作为！
享受生活可以从租房开始
随着大家的住房观念的改 各种需求。而随着房产市场的丰 子，并且在享受舒适住房环境
变，租房就成了更多人的优先 富，也让租房的体验有了明显的 的同时，还能有足够的钱来享
提升，许多人都开始接受并喜欢 受生活，而面对可能有变化的
选择。
工作，租房明显更加灵活方便，
笔者在58同城、安居客、赶 上这种生活方式。
租房有许多好处，明显的 可以根据工作地点的变化而变
集网等平台看到，市场上各种类
型的房屋出租数不胜数，从整租 就是，花少量的钱就可以住上 化，为日常通勤省下更多时间。
到合租，完全可以满足租房者的 面积大、环境好、设施齐全的房
孙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