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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跃跃
2017 年互联网人才报告院
行业平均月薪达 1.06 万元
1 月 10 日袁BOSS 直聘发布 叶2017 互
联网人才趋势白皮书曳遥 报告显示袁2017 年
互联网行业平均招聘薪酬达到 1.06 万元袁
同比上升 3.1%遥在薪资涨幅方面袁新兴技术
岗位排在前列袁图像算法尧推荐算法尧深度
学习等人工智能相关岗位薪资增幅均在
15%以上遥从地区上看袁北京凭借区位优势
和互联网创业中心地位袁 平均月薪远超其
他城市袁2017 年达到 1.33 万元遥

最 698 家 P2P 上线银行存管
新
据网贷之家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袁 截至 2018 年 1
鲜 月 8 日袁已有广东华兴银行尧江西银行等
51 家银行布局

P2P 网贷平台资金直接存管业务袁共有 911 家正常运营
平台宣布与银行签订直接存管协议曰其中 698 家正常运
营平台与银行完成直接存管系统对接并上线袁占 P2P 网
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总数量的 36.15%遥
渊棕和冤

城市的野大动脉冶太嘈杂袁喜静的野佛系老板冶
偏爱将店铺选址在城市的野毛细血管冶中袁比如某
一条不显眼的小巷尧一个冷清的街角遥要找到他
们的店袁要么靠导航袁要么靠缘分遥
成都西 2.5 环贝森北路上有一个名为上舍的
二层小洋房袁这里主营禅茶和餐食遥虽然在闹市袁
但野大隐隐于市冶袁知道的人并不多遥老板孙小梅
说袁为的就是能给自己尧也给忙碌疲惫的城市人
就近提供一个逃离喧嚣的野小天地冶遥
想找到上舍袁要通过一条没有醒目路标的小
巷袁颇有一种野结庐在人境袁而无车马喧冶的味道遥
野第一次听说上舍是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袁 第一次
去那里袁从门口路过几次都找不到遥冶成都市民唐
女士说袁虽然上舍隐秘难找袁但工作之余和朋友
来到这种野偏僻冶的店袁享受安静而私人的时光是
很不错的选择遥
成都市三圣乡幸福路袁不同于热闹非凡的三

近日袁 国家邮政局公布了 2017 年的
野成绩单冶院2017 年预计完成邮政业业务总
量 9765 亿元袁 同比增长 32%曰 业务收入
6645 亿元袁同比增长 23.5%遥其中袁快递业
务量完成 401 亿件袁同比增长 28%曰业务收
入完成 4950 亿元袁同比增长 24.5%遥
2017 年初袁国家邮政局预计 2017 年快
递业务量达到 423 亿件袁增长速度为 35%遥
但实际完成量比预期降低 22 亿件袁增速相
比预计下滑达 7 个百分点袁尚属首次遥

1 月 10 日下午袁 首批共享配送员非
诚信名单被公布袁名单涵盖 757 名在工作
过程中有劣迹的配送员袁 目前这些配送
员均已被原平台辞退遥同时袁美团尧闪送尧
UU 跑腿尧邻趣尧快服务等五家及时送企
业成立共享配送联盟袁 联盟宣布今后将
不再聘用非诚信名单上的外卖配送员遥
同时袁该名单还将每月更新遥

企业头条 >>

英特尔在室内同时放飞 100
架无人机创吉尼斯纪录
在 2018 年国际消费电子展渊CES冤期
间袁英特尔于当地时间 1 月 7 日星期天用
100 架英特尔 Shooting Star 微型 无人 机
打造了一场室内灯光秀袁 创造了通过一
台计算机在室内同时放飞最多无人机的
新吉尼斯世界纪录袁 而这场灯光秀也是
为英特尔首席执行官科再奇在星期一的
开场主题演讲做准备遥

华为诉三星侵犯专利案
一审胜诉

阿里为用户开通公益账户
支付宝上线公益账户袁 每个普通用
户的公益足迹和爱心野资产冶均可记录和
查询遥支付宝 App 首页点击进入野我的冶袁
进入野公益冶遥据了解袁该账户将为每个在
阿里巴巴生态体系内做公益的用户记录
公益足迹遥 未来袁 用户不用跨越应用软
件袁就可以回顾自己在支付尧购物甚至娱
乐生活中的公益行为遥
本组稿件均由编辑整理

每周一组小数据 >>
华为运动健康日前发布
叶2017 中国睡眠质量报告曳显
示袁中国人习惯在晚上 12 点
后入睡袁平均睡眠时长为 6.5
小时袁近七成睡眠质量不佳袁仅有 26%的
人拥有深睡眠遥

6.5
小时

小成本影片叶前任 3院再见前
任曳 上映 10 日共收获 12 亿
元票房袁成为 2018 年的第一
匹票房黑马遥 猫眼最开始对
叶前任 3曳的总票房预测还不到 5 亿元袁现
在已超过 22 亿元遥该系列前两部电影的
票房分别为 1.29 亿元和 2.51 亿元遥

12
亿元

野房子是用来住的袁不是用来
200
炒的冶遥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统
余项
计袁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袁去
年有 90 个地级以上城市和
35 个县市出台了共计 200 余项调控政策袁
调控范围和力度都较前几年明显升级遥
数据来源院猫眼尧CREIS 中指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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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大约在 1300 元左右袁 不过马云并未选择支付宝支
付袁而是刷了银行卡遥对此袁支付宝回应院野每个人在支付
方式上的选择都是自由的袁也都是应该被尊重的袁自己
的员工也不例外遥冶
渊棕和冤

圣乡花卉市场袁这里几乎只有周末才有少量游人
光顾遥而就在这条冷清的街道上袁却藏着很多精
致的院子袁 甚至不乏像禅边小院这样的 野网红
店冶袁店里主营禅茶尧餐食和民宿遥本来人流量就
不大的街道袁还有郁郁葱葱的树木遮挡袁没有醒
目标志的禅边小院很容易被路过的人忽视遥
野拥有一座安静的小院袁是我的梦想遥冶禅边
小院的老板明旋说遥她的搭档文君袁是一名手艺
人袁他告诉记者袁选择在僻静之处开店袁是为了能
专注于艺术创作遥
在幸福路上袁还有几十家这样的店铺袁比如
融合日系与中国风的简约院子野半步冶尧摆满别致
老物件的野收荒匠冶尧有猫有狗有染坊的野青和冶
噎噎它们星罗棋布地散落在这条路上袁 店铺虽
多袁但幸福路依然安静如初遥
店铺选址偏僻袁第一个原因是因为野佛系老
板冶普遍喜静袁第二个原因就较为现实了要要
要因

为偏僻的地段租金更便宜遥
随着成都经济的发展袁商铺租赁的成本越来
越高袁这让主打野情怀冶和野文艺冶的商家犯了难遥
记者走访发现袁野佛系老板冶这个群体的主力军为
野80 后冶袁他们的口袋里普遍缺少为梦想买单的资
金袁野为了装修耶收荒匠爷袁不仅花光了我自己的积
蓄和从父母那借来的 20 万元袁 还欠下了一屁股
债遥冶野收荒匠冶老板顺子告诉记者遥
和顺子一样袁许多野佛系老板冶都是 负债经
营袁偏僻的地段既符合他们的性格袁也避免了和
商业运营模式成熟的连锁店竞争袁还能将节省下
来的租金用在店铺的装修上袁使其更精致袁更符
合他们的初衷遥
没有五光十色的霓虹灯袁没有鲜艳夺目的广
告牌袁没有震耳欲聋的流行乐袁也没有在门口招
揽客人的店员遥野佛系老板冶们认真尧安静地经营
着自己的小店袁等待着上门的缘分遥

消费随缘 价格与内心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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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向深圳中级人民法院诉三星侵犯
知识产权案一审宣判遥 法院宣判三星立即
停止制造尧销售尧允诺销售等方式侵害华为
专利权遥 双方主要就无线通信发明专利产
生纠纷袁 华为认为三星侵害其专利权遥此
前袁 就华为诉三星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
案袁福建省高院经二审作出终审判决袁驳回
三星的上诉请求袁共计 23 款三星手机被判
禁产尧禁售袁包括赔偿华为 8050 万元侵权
赔偿款等多项一审判决内容被维持遥

Asia 统计数据显示袁2017 年亚洲地区新增了 18 家独角
兽公司袁其中有 15 家来自中国遥交通出行尧房地产和人
工智能是新增独角兽公司最多的行业袁ofo尧 小猪短租尧
寒武纪科技等知名公司都榜上有名遥
渊徐秋雨冤

最 马云泡吧用银行卡结账而非支付宝
八
近日袁马云出现在重庆某酒吧小酌袁很快被大家认
卦 出袁待了
1 个小时左右袁马云就离开了酒吧遥本次消费的

寻店随缘 他们多在隐秘处

快递业增长首次不及预期
增速大幅放缓加快行业洗牌

外卖配送员有了黑名单
757 名劣迹配送员上榜

最 中国野独角兽风暴冶席卷亚洲
骄
一般来说袁 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初创公司被称为
傲 野独角兽公司冶遥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创投媒体 Tech in

野佛系冶 词条在
2017 年末被刷遍朋友
圈袁火遍网络袁新的一
年里仍然热度不减遥在
成都袁不仅有野佛系青
年冶袁更有野佛系老板冶袁
他们将店铺开在偏僻
的地方袁 也不热衷宣
传袁 对于营业额也是
野不喜不悲冶袁野过得去冶
野别亏太多冶 就是他们
最满意的结果遥
在 野佛系老板冶的
经营理念中袁盈利排在
第二位袁让人动心才是
第一位遥在流水线生产
泛滥的时代袁这种有点
野高冷冶 的经营模式让
人眼前一亮袁它不仅让
小资青年和文艺青年
野一见倾心冶袁还引发了
人们对商业 野唯利是
从冶的反思遥在快节奏
的城市生活和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袁野佛系老
板冶遵循着自己的经营
理念袁野开心最重要袁赚
不赚钱随缘吧浴冶

佛系袁网络流行词袁该词的含义是一种
怎么都行尧 看淡一切的活法和生活方式遥
该词最早来源于 2014 年日本的某杂志袁
该杂志介绍了 野佛系男子冶袁2017 年 12
月袁野佛系青年冶词条刷遍朋友圈袁火遍网
络袁还衍生出野佛系追星冶野佛系生活冶等一
系列词语遥

野佛系老板冶很有个性袁他们的个性既体现在
店铺的选址上袁也体现在经营的野内容冶中遥就像
旁人喜欢热闹他们却偏爱安静一样袁一般的商人
喜欢顺应市场袁他们却偏偏要随心随性遥
三圣乡幸福路的野收荒匠冶卖一些从天南地北
淘来的老物件袁云南的旧雕花木门尧重庆的老绣片尧
东南亚的耳环珠串尧清迈旧货市场的瓶瓶罐罐噎噎
店铺里散发出岁月的味道曰禅边小院的民宿使用的
是柏木的地板尧俄罗斯老松木的床尧香樟木的柜子尧
风化木的装饰噎噎既朴实低调又别具一格曰上舍的
餐食上袁有雅安皇木镇上的老腊肉尧有宜宾兰溪江
边的老大爷种的嚼头尧 还有资阳飞山村的土鳝鱼
噎噎美味和天然缺一不可遥
不难发现袁野佛系老板冶的经营理念袁体现出

了主人独特的生活情调和品位遥但问题是袁将私
人爱好融入商品经营袁能吸引顾客吗钥
顺子说袁 现在喜爱旧物的客人越来越多袁就
连野大物件冶雕花木门袁平均一个月也能出售至少
1 套渊6 扇冤袁雕花尧木质和客人的喜好决定木门的
价格袁有的几千元袁有的上万元甚至更多遥野如果
你是真喜欢袁几千元就可拿走袁如果你只是为了
装逼袁上万元我也不卖遥冶她骄傲地说遥
禅边小院的民宿平均 700 元一晚袁这样的价
位能在市中心预定一间五星级酒店的房间袁但有
的客人偏偏喜欢禅边小院的安静和独特袁房间几
乎都得提前预定遥上舍的餐食人均 200 元袁孙小
梅会根据顾客的喜好定制相应的配餐袁目前每天
几乎都会满座遥

野佛系老板冶 们和他们的店着实吸引了一批
野铁粉冶袁比如月薪 6000 元的成都白领兰女士袁她
几乎每个月会去三圣乡过一次周末袁花费在 1000
元左右袁野安静尧放松袁在家门口的旅行虽然有点
小贵袁但也很值得遥冶
在成都袁 像兰女士这样 野有点钱 有点 闲冶
的消费者还不少遥 据 叶2017 成都市薪资水平报
告曳 显示袁 成都市居 民 2017 年的 平均 薪资 在
4600 元左右遥 同时袁 据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
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袁 2017 年前三季度袁 成都
市城乡居民收入均呈稳步增长态势遥 同时袁 随
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袁 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在提高遥
也就是说袁 未来 野有点钱有点闲还有点品冶 的
消费者会日益增多遥

赚钱随缘 希望初心不变
野对营业额有要求吗钥冶
野不打算赚多少钱袁能过得下去就行遥冶
虽然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袁但
是在野佛系老板冶嘴里袁对经营结果的期望却几乎
只有这一个回答遥
不同于普通商人对营业额有着心无旁骛的
追求袁野佛系老板冶 更关心自家提供的服务品质遥
禅边小院的文君说院野也不是完全不在意销售额袁
只不过我认为只要把商品做好了袁盈利和口碑都
是顺带的遥冶
和他一样袁野佛系老板冶们普遍认为袁牵好店
铺与顾客之间的这根商品野红线冶袁才是最关键也
是最实在的经营理念遥
上舍的菜品要更新袁但寻找天然又美味的食
材要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遥野每个月除去各
类成本只能盈利 1 万元左右遥但是我的梦想本就
不是用上舍来赚钱袁我甚至会用其他工作的收入
来补贴上舍的运营费用遥冶孙小梅说遥
禅边小院开业不到一年广受好评袁 餐厅和
民宿 都 要 提 前预 定 袁 但 明 旋和 文 君 下 一 步 考
虑的 不 是 如 何稳 定 和 扩 大 客源 袁 而 是 准 备 开
一个跟赚钱没太大关系的文创工作室遥 野2018
年袁 我 们 想 在禅 边 小 院 里 汇聚 更 多 有 意 思 的
创作和有趣的灵魂遥冶
而位于三圣乡的 野全成都第一个
综合 的服 装定制 私 人 会 所 冶 Suddenly
的老板丸子妈就更任性了袁 虽然衣服
卖得越来越火袁 但银行卡上的存款却
越来越少遥 据说袁 有一年冬天袁 丸子
妈看到一张照片袁 是新疆克拉玛依的
一棵树袁 她觉得这棵树很美袁 跟她新
设计的羽绒服很配袁 于是跑了几千公
里袁 穿着自己做的衣服到树下拍照给
顾客看遥 野这么 耶浪费爷袁 你说我能不
能赚到钱钥冶
野佛系老板冶 们在经营的过程中透
露着固执的真性情袁对店内的一砖一瓦
都有着极高的要求遥 比起经营一家店
铺袁他们更像是在经营自己的野家冶袁经
营自己的生活遥所以袁他们的经营态度就是要要
要
绝不将就遥
这是一种新兴的尧别具一格的经营理念要要
要
以保证品质为主尧追求利益为辅遥事实上袁这种
野佛系冶 经营理念的出现袁 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
求遥有个性尧有情怀尧不计成本袁成了野佛系老板冶
的标志遥
如今袁越来越多有情怀的野实干家冶加入野佛
系老板冶的行列遥他们对生活和经营都有自己独
特的想法袁打造出的商品文化也各不相同袁为顾

客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消费选项遥他们都对生活品
质有着细枝末节的追求袁他们普遍都有着复古的
情怀尧向往没有城市喧嚣的质朴生活遥但是这种
野质朴冶已从几十年前的野不讲究冶变成新时代的
野不将就冶遥
其实袁 无论是商家层面还是顾客层面袁 对
具有文化内涵的商品越来越看好遥 明旋说袁 随
着三圣乡文艺氛围的形成袁 越来越多的人也加
入了 野佛系老板冶 的行列袁 很开心能认识许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遥 但年龄稍长一点的孙小梅却

有些忧虑院 野经营并非易事袁 如何找到差异化
的竞争才是关键遥 所以我不建议没有任何经验
和足够资金的年轻人盲目
地追随梦想却忘了要脚踏
实地遥 要对梦想负责袁 更
要对顾客负责遥冶
经营过程中最想得到
的结果是什么钥
野佛系老板冶 回答院野不
变初心遥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