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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网站备受青睐

在巴西世界杯还没开幕的时候，互
联网早已吹响了世界杯的号角，各路大
军整装待发。无论是体育品牌企业还是
媒体类企业抑或是其他行业企业，他们
都在运用自身的优势与其他企业强强
联手，陆续布局着自己的世界杯营销战
略。 而在巴西世界杯的营销大战中，视
频网站无疑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日前，视频网站爱奇艺与加多宝和
阿里巴巴旗下天弘基金签署合作协议，

宣布成为 2014
巴西世界杯战
略合作伙伴。 据介
绍，合作方将围绕实时赛事、足球花边、
衍生节目等一系列资源开展跨平台、多
终端的立体式整合营销合作。作为世界
杯的重要互联网传播渠道，爱奇艺世界
杯的新玩法也随之公布。

除了爱奇艺外，其他视频网站也针
对世界动作频频，乐视方面签下了足球
先生 C 罗代言， 还成为了巴西世界杯
上比利时国家队的独家官方互联网电
视合作伙伴。 视频网站第一阵型的优

酷当然也不会闲着，优酷在针对本届世
界杯提供全程 64 场赛事点播的同时，
还打造出“1+4+N”的内容矩阵模式。

另外，微博和 PPTV聚力也都相继
推出了自己的营销战略。前者以微博话
题为基础首次进行了社交直播世界杯
并成为央视社交媒体独家合作伙伴；后
者极力打造世界杯“第 1主场”并向广
告收入过亿的目标稳步前进。

移动互联借力腾飞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除了视频网

站将会在本届世界杯所带来的营销盛
宴中分得一杯羹外，如今大红大紫的移
动互联网也将会借世界杯的东风再次
腾飞。

近日，网易彩票就宣布携手海航集
团，共同发布“2 亿豪送，易击必中”世
界杯战略，将通过总金额高达 2亿的奖
上奖回馈活动、手机购彩客户端 3大创
新功能和飞机体验计划来结合世界杯
和移动互联网热潮。 此外，百度浏览器
也针对世界杯推出了“分子加速”技术
解决视频网站苦恼。

淘金路 CEO 曾凡在接受采访时

认为， 本届世界杯的天时地利都非常
符合移动应用的特性。“巴西世界杯由
于时差的原因，除了铁杆球迷外，大多
数关心足球的粉丝都会在早上起床后
再了解赛事， 而这个时候通过智能手
机的移动应用则是最好的途径。”在曾
凡看来，包括视频、彩票和电商类的应
用都将会在本届世界杯期间获得机
会。“现在看到的移动互联网针对世界
杯的营销也是集中视频、 彩票和电商
类别， 或许巴西世界杯会是球迷们第
一次只通过电视机和手机来度过的一
届世界杯。 ”

6 月 11 日下午， 苏宁在南京召
开运动户外频道上线暨巴萨战略合
作媒体通报会，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
（以下简称： 巴萨）CEO 罗思客、苏
宁云商副董事长孙为民、运营总部执
行副总裁李斌等一起见证了苏宁运
动户外频道的上线试运营，并公布了
与巴萨在中国青少年足球扶持、巴萨
官方粉丝阵地等合作项目。

针对目前一触即发的 6·18 电商
大战，苏宁则独辟蹊径，将切换进入
世界杯服务模式，开启了一系列主题
服务和大促活动。

首先，苏宁和巴萨共同推出中国
青少年足球扶持计划，将在下半年开
学季组织中国校园青训营和选拔赛，
从中选拔优秀青年足球选手飞赴诺
坎普学习。

此外，苏宁易购站内和 PPTV 开
设巴萨频道，建立巴萨中国球迷的沟
通交流阵地，可以第一时间获得巴萨
授权的资讯和图片，并参加双方组织
的各类官方球迷活动等。

据海南苏宁相关人士透露， 6
月 9-15 日， 正值苏宁年中庆开幕，
在此时间段，顾客来苏宁即可领 158

元红包。 在 6 月 13 日 -15 日期间，
顾客在苏宁购买电器可享受满 1000
返 100， 满 2000返 200双线通用券
的优惠，上不封顶。

此外， 在 6 月 16 日开始的为期
五天五夜“0 利风暴”的年中庆活动
中， 苏宁易购将拿出彩电、 手机、电
脑、平板和盒子等 100 万台爆款看球
装备，以低于市场售价的形式海量供
应。 例如主流的 iPad� mini， 仅售
1599 元；iPhone� 5S 手机，爆款价格
只要 4599 元； 合资的 32 寸平板电
视，售价跌破千元。

苏宁六月年中庆携手巴萨
开启世界杯服务新模式

万众瞩目的 2014 巴西世界杯今天火爆开战
了！ 与往届世界杯有所不同的是，巴西世界杯带来
的不仅仅是足球场上的精彩赛事，更是互联网上那
滚滚而来的“销烟”。 据艾瑞调查数据显示，86.1%
的人表示更倾向于通过互联网观看世界杯，比 4 年
前的数据翻了一倍。 许多人预言，这将是第一届真
正互联网化的世界杯！ 弥漫互联网

潮流 界视

边看球赛边吹凉风，再奉上一杯冰
箱里的冰爽可乐，懒得清洗的衣服丢至
洗衣机……这个属于世界杯的夏季变
得畅快十足。

空调：讲究艺术化外观

空调越来越艺术的外观，或许可以成
为让你心情大好的物件。最近科龙空调推
出了一款旗舰级新品—QV 系列艺术化
柜机， 该机融合时下最流行的时尚元素，
带给消费者 180°无死角的舒适感受。

冰箱:打破传统技术

变频冰箱趋势猛，各大商家更是力

求技术突破。 美菱冰箱今年主推的 0.1
度变频冰箱， 实现将 1Hz 精确变频和
0.1℃精确控温两大变频技术融为一体。
此外，海信一款“双离子除菌养鲜”技
术的健康冰箱很受市场青睐，一上市就
被抢购。

洗衣机：洗干一体化热卖

世界杯开赛在即，如果想轻松搞定
大堆脏衣服，就去挑款洗衣机吧。 小天
鹅一款 TB-85-6188IDCL 洗衣机，热
平衡干衣系统，烘干、免熨即穿，还节能
静音。美的一款MD-1407UDG型号洗
衣机，全智能烘干技术，衣干即停，喷淋
水循环，充分溶解。

我们所面对的是瞬息万变的市场， 这些变化不
仅有新产品，还有新玩家、新规则、新生活。 近日，德
国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IFA）在土耳其安塔利亚
举行全球新闻发布会， 发布 2014 国际消费电子产
品最新趋势。 德国著名市场调查公司捷孚凯和美国
国际电子商情网的专家在会上分析指出， 在经济复
苏和技术创新的双重作用下，2014 年消费电子增长
将达到 5%，并进入 4.0时代。

可穿戴电子品受捧

德国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将于今年 9 月召开，
届时会新增 6000 平方米展馆， 以满足参展商的额
外需求。 这种额外需求，突出体现在纷至沓来的可
穿戴电子产品上， 它们正形成一个令人兴奋的市
场。 据研究公司分析， 这个市场 2016 年或将达到
60 亿美元规模。

可穿戴设备配有传感器和显示器，可戴在手腕、
手指或其他身体部位，并通过与手机、个人电脑交互
使用，测量身体机能、运动和环境变量，继而进行后
续评估。 比如，电子腕带可以实现健身追踪功能、健
身效果测评、监测睡眠模式，让人们了解自己是否进
行了一场深睡眠。据捷孚凯分析，智能可穿戴电子产
品不仅适用于运动和休闲活动， 在未来也将被用于
支持远程医疗的应用， 让老年人即使在家里身体状
态也能得到监控。

数字世界“弄潮”生活

智能手机几乎重新定义了人们的生活， 最终打
破消费电子市场家电、 信息技术和电信三分天下的
局面，从而催化“数字世界”迅速成形。 据捷孚凯统
计， 每一秒钟都有一台智能手机在新兴亚洲市场被
售出。 据预计，2014 年全球智能手机销售量将达
12.64亿，明年到 15.37亿。 体验至上成为消费电子
的金科玉律。 不管技术多先进、多复杂，对用户来讲
最不可抗拒的， 必须是容易使用的软件应用和超高
清画面带来的舒适感。

消费电子“弄潮”生活

家电世界为巴西世界杯喝彩

2014巴
西世界杯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