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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共赢

大会设置了“大美之势、大美之新、大美之能、
大美之盟”等四个板块，分别就全球背景下海内外化
妆品品牌的发展趋势、创新浪潮下全球化妆品行业的
升级变革、新经济形势下全球化妆品企业发展新动能
等系列话题进行深度的探讨和交流。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会见出席 2018东方美谷国际
化妆品大会的部分中外嘉宾时说，上海正在全力打响

“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
四大品牌，加快建设国际消费城市，支持美丽健康产
业集聚发展。今年推出“上海扩大开放 100条”，将进
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制改革试点扩大至全市，推
动做大化妆品国际贸易平台。上海将把开放的大门越
开越大，全力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
在上海发展提供更好服务，在扩大开放合作中实现共
赢发展。

来自韩国、日本、法国、美国、意大利等国的化
妆品行业组织和企业代表在交流时表示，十分看好中
国市场的发展前景，将牢牢把握机遇，深耕中国市
场，加大在沪投资，愿在上海推出更多创新项目和首
发新品，为推动上海美丽健康产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见证发展

中共上海市奉贤区区委书记庄木弟介绍，在东方
美谷举办的此次国际化妆品大会作用下，奉贤区政府

将进一步落实放大进口博览会对上海经济、社会、城
市功能等的带动效应和溢出效应的目标，并将东方美
谷打造为城市发展的新平台、新亮点、新品牌。同
时，将乘势而上，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让东方美谷
成为创新服务的新高地。

本次大会吸引了自然堂、百雀羚、相宜本草、雅
诗兰黛、欧莱雅、莹特丽、科丝美诗等百余个国内外
知名化妆品牌参加，共议世界美丽产业发展蓝图。

“在过去几年中，海外品牌加速涌入中国市场。
随着进博会的召开，中国的大门会更加开放，中国
化妆品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但也正是在这种互
相学习、互相进步的良性竞争中，中国化妆品企业
迸发出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力，也必将进入国际市
场，参与全球竞争。”作为中国化妆品企业的代表，
伽蓝集团董事长郑春影认为，随着中国不断向全世
界释放出开放、创新、包容的信号，中外企业将获
得新的发展机会。

国际战略

随着中国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快，在引进来的同
时，中国企业也在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竞争。中
国企业的国际化探索多种多样。伽蓝集团早在 2011
年制定了国际化战略，在立足国内市场，逐渐在人
才、管理体系、产品法规、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等
方面做好国际化准备。集团从 2018 年 5 月份开始，伽
蓝成为中国第一家全面替代动物实验开发产品的化
妆品企业。

今年，伽蓝与天猫携手出海计划，先后进入澳大
利亚、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通过
新零售商业智能工具进行推广，而海外消费者对于中
国品牌的认可和喜爱也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树立了信
心。预计 2020年，伽蓝将正式开始进入国际市场进行
销售。

而作为中国化妆品业“引进来”的代表企业之
一，资生堂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国际化妆品企业之
一，中国总经理藤原宪太郎亲身感受到中国融入世
界的进程，从原先照搬日本的配方和设计到如今以
中国消费者为中心进行创新，中国市场以 35%的高增
长成为推动资生堂全球业务增长的引擎，“感谢中国
市场的包容与开放，为外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
空间。”

作为全球著名数字支付平台贝宝 （PayPal） 的首席执行
官，丹·舒尔曼算得上是互联网科技领域的“另类”。在穿
着连帽衫的程序员们主宰硅谷的时代，舒尔曼却偏爱得克
萨斯风格的牛仔靴；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武术爱好者，在
他看来，近身格斗能够让他更沉着冷静地面对糟糕的境况。

舒尔曼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开启了他的商业生涯，他
在那里工作超过 18 年，成为该公司最年轻的高管团队成
员。2001年，舒尔曼出任维珍移动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当
他离开时公司已跻身于美国十大电信运营商之列。后来，
他在美国运通公司任集团总裁，并推出了一款针对年轻人
的预付借记卡“运通蓝鸟卡”，这款产品引起了易贝

（eBay） 首席执行官约翰·多纳霍的注意，这也成为了舒尔
曼担任贝宝掌门人的契机。

舒尔曼曾表示，自己天生就有社会活动的基因。在担
任维珍移动公司首席执行官期间，他与儿童救助会建立了
合作关系。为了更真切地感受无家可归的孩子们的生活，
他自愿在没有手机和钱包的情况下在纽约街头流浪了24小
时。后来，舒尔曼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文章中说：“我
自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沟通者和推销员，但我苦苦乞讨了5个
小时才筹到不足1美元。”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在
那之后，维珍移动公司为无家可归者筹集了8万多美元，包
括1000双运动鞋和7000个医药箱。

作为一名格斗爱好者，舒尔曼喜欢从武术中领悟商业
哲学。他说，“在武术里，赢得一场斗争的最好办法是避免
斗争。”在这种“化敌为友”的信仰之下，他为贝宝开辟了
一条共赢之路。

贝宝公司在舒尔曼的带领下一路高歌猛进。在刚刚过
去的“黑色星期五”购物促销活动中，贝宝的移动支付额
首次超过了10亿美元大关，创下了新的记录。

出行“无纸化”普及

近年来，“无纸化”开始在交通领域
普及开来。

移动支付为城市出行“无纸化”提
供可能。从过去的月票、纸质公交车
票，到后来的市政交通一卡通，再到如
今的“易通行”，如今城市出行只需要带
一部手机即可。除了车票逐步实现“无
纸化”，今年 8 月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
限公司还停止了定额纸质发票的提供，
开始推行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无纸
化”既节省了纸质票据制作成本，也加
快了市民进出站速度，缓解了公交站、
地铁站排队问题。

坐飞机虽然在路程上节省了很多时
间，但是总要预留2-4个小时去完成登机
前的各种程序，不仅浪费旅客的时间成
本，对机场来说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成本。如今，中国民航已经推广了如
电子通关、自动值机等新技术，旅客无
需打印纸质版登机牌，凭借手机里的电
子登机牌即可安检、登记。经常坐飞机
出差的郑先生表示“现在飞国内不需要
提前2个小时到机场了，直接在手机里存
好电子的登机牌就行，非常方便。”电子
登机牌为旅客节省了时间，简化了登机
流程，也使得机场减轻了工作负担，进
而更有余力去提高服务品质。

坐高铁，进站、上车、出站需要多
次使用纸质车票，难免手忙脚乱。记者
调查发现，在部分高铁站仍然需要同时
出具身份证和纸质车票才能进站安检，
进站口常常排起“长龙”。一张小小的纸
片容易弄丢，但是一段存于互联网的数
据却很难消失。如今，铁路部门也开始
试推行“无纸化”模式。11 月 22 日起，
海南环岛高铁实行电子客票服务试点，

直接刷身份证进站乘车。预计明年，电
子客票将在全国高铁推广。随着一张张
纸质票据变成一个个二维码，人们的生
活因互联网而更加美好。

政府“数字化”转型

互联网的触角已经伸入政府部门，
打造“数字化”政府势在必行。微信早
在2014年就开设了“城市服务”，用户可
以在微信界面内得到包含医疗、交管、
交通、公安户政、出入境、缴费、教
育、公积金等 16 项民生公共服务，成为

“互联网+公共服务“最好的落地平台。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任

志武曾表示，截至 2018年 10月底，中国

已建成了全国一体化的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开通了超过 1000 项面向全国的数据
共享服务接口，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堵
点问题超过70%已在全国有效疏解。

2017 年 8 月 18 日，杭州互联网法院
挂牌运行，成为中国第一个互联网法
院。截至2018年8月8日，杭州互联网法
院已受理各类涉网案件 12078 件，审结
10397 件；涉网案件开庭平均用时 28 分
钟，平均审理期限41天，分别节约了3/5
和1/4的办理时间。

互联网办案会不会只快不好？从数
据来看，杭州互联网法院一审服判息诉
率高达 98.77%，民事调解自动履行率也
高达 98.50%。杭州互联网法院院长杜前
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公共
服务”论坛上曾说“我们 50 人一年办了

1.5万件案件，而以往，我们办1.5万件案
件需要 200 位法官”。可以说，中国第一
家互联网法院运行1年多交出了一份令人
满意的成绩单。

教育“线上化”实现

近年来，各类线上辅导班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实现了足不出户学遍天下。
然而，这些辅导班的开设大部分属于市
场行为，并非公共服务。如何在公共服
务领域更好地实现“互联网+教育“是相
关部门工作重点之一。

各地纷纷推进教育互联网化进程。
广西壮族自治区 11月 28日举办的全区中
小学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优秀
课例展示观摩评选活动，吸引了全区
3700多名教师观摩学习智慧课堂。今年7
月，教育部将宁夏回族自治区确定为全
国首个“互联网+教育”示范区。到2020
年，宁夏将基本建成教育大资源公共服
务体系，建成覆盖各个教育学段、学
科、专业的教学资源库，还将构建终身
学习体系，利用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
建设，等等。

在教学反馈方面利用大数据技术。
对教学活动和学生行为数据，进行收
集、分析和反馈，方便老师和家长更好
地了解学生，改变以往“大水漫灌式”
教学为针对性辅导。大数据的使用，既
推动了个性化学习的实现，也可以有效
预防学生出现心理问题。

随着资本纷纷涉足教育领域，未来
还会有更多的新技术实现与教育的融合
发展，以提高教育质量，拓宽教育普及
范围。

互联网催生了各类新型公共服务模
式，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也节约了社会
资源。

流量至上、眼球经济、平台
效应、渠道为王……近年来，随
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各类自媒
体纷纷涌入内容创业的“蓝海”，
而号称“10秒炮制一篇爆文月入3
万”的互联网创作“培训”也一
度成为业内的谈资。

爆款，本指在商品销售中，
供不应求，销售量很高的商品。
在自媒体行业中，多指阅读量超
过 10 万的文章。爆款的背后是流
量至上的商业逻辑。众所周知，
流量是平台变现的重要资源。追
逐流量无可厚非，但若一味追求
爆款，重营销轻内容，就会本末
倒置，以致低俗内容泛滥，粗制
滥造横行。更有甚者，为吸引眼
球不择手段，越过法律和道德的
边界，不但砸了自己的招牌，还
扰乱了市场环境。

更何况，与一般产品相比，
资讯内容更具有价值观和意识形
态属性。豆浆油条吃坏了无非闹
肚子，但要是中了谣言的毒，搞
不好要出人命。为了流量而编谣
言、说假话，甚至炮制“毒鸡
汤”，无异于图财害命。国家网
信办陆续颁布 《互联网用户账号
名称管理规定》《微博客信息服
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用户公众
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等文
件，完善自媒体管理，既是为了
营造风清气正的互联网空间，也
是通过强化运营主体的责任意识，降低用户获取
有效信息的成本，让人们更容易获得健康而有价
值的“干货”。

事实上，互联网产业在经历了跑马圈地的野
蛮发展后，已经逐渐开始存量经营，资讯内容创
业也进入了精耕细作时代。企鹅智酷的数据显
示，56.1%的自媒体用户对内容质量表达明确的
担忧心态，2017 年超过 2/3 的用户不再关注新的
自媒体账号。心灵鸡汤和标题党之类的文章非但
不能获得关注，反而因其信息误导和情感绑架而
被受众深恶痛绝。用户的审美标准和判断力的提
升倒逼了内容生产转型。事实证明：挣快钱的办
法已经行不通了。

从“二更食堂”公众号永久关停、“暴走漫
画”被判道歉赔偿，到 10月以来国家网信办针对
自媒体账号乱象开展集中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可
见，无论是市场还是监管都在引导自媒体重回

“内容为王”之路。为了所谓“流量”、“打赏”、
“点击”而突破下限、罔顾底线的行为终究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

所以，自媒体在追逐网络爆款的时候，有必
要想清楚到底因何而“爆”。靠抄袭剽窃、注水洗
稿，赚一笔快钱而后一走了之，不但不会得逞还
会惹上官司；而深耕内容创作，生产优质资讯，
纵然一时不为人所知，只要持之以恒，终能打造

“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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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中国 云中漫笔云中漫笔

互联网大咖秀互联网大咖秀 海外网直击

互联网催生公共服务新模式
本报记者 徐佩玉

在家叫外卖，出门叫滴滴，付款用微信。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新零售

城市”的打造，减轻了人们出门的负担，一只手机即可畅行无阻。而对于那

些尚不能用手机解决的问题，民众愈发感到不便。因此，政府也正面临着

“数字化”发展的考验，如何将各类公共服务统统装进手机？各类新型公共

服务模式应运而生。

丹·舒尔曼：

科技领域的“另类”
海外网 庄靖扬

进博会拉动消费 美丽产业国际化
海外网 周 璇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是世界知名品牌进
入中国市场首选地之一。“美丽赋能美好生活”2018东方美
谷国际化妆品大会紧跟进博会登陆上海。作为全球化妆品行
业高规格的盛会，展现了上海为各类企业在上海发展提供更
好服务，在扩大开放合作中实现共赢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旅客在扬州泰州国际机场边检站民警指导下自助通关。 孟德龙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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