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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全球卖了近 1.3 亿部手机

传音控股：让中国自主品牌在海外获认可
联想手机
“翻身仗”
首战开门红

■本报记者 杨珍莹
在非洲，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
区，
无论是在户外的广告板上还是在电视
广告中，蓝底白字的 TECNO 商标无处不
在，这是一款在非洲家喻户晓的手机品
牌。作为非洲市场首批双卡手机品牌之
一，TECNO 自进入非洲市场以来一直深
受当地消费者喜爱，并进入非洲热销手机
品牌前三。
然而这款手机的研发者并非非洲当
地企业，而是来自中国，被称手机界
“非洲
之王”的传音控股。传音控股目前设有 3
大自主研发中心，其中之一就位于浦东张
江中区。可以说，在非洲、印度、巴基斯坦
等市场上流行的手机，其
“智能制造”里都
蕴含着
“张江基因”
。

不走寻常路
产品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与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小米不同，传音
控股这家手机企业并不 为中国人所熟
知。但就是这家在国内名不见经传的企
业，
已在非洲占据了超 45%的市场份额。
最新数据显示，2017 年，传音控股在
全球销售了将近 1.3 亿部手机，销售额约
200 亿元人民币。
十多年前，非洲大陆的手机普及率不
到 30%，市场面临着多个国际品牌的竞
争。在国产手机还未在世界市场兴起之
时，传音控股的创始团队单凭着一股闯
劲，
决心在非洲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他
们背着双肩包，一家家登门拜访，
建渠道，
打广告。
拥有多年海外拓展经验的传音控股
副总裁 Arif Chowdhury 认为，拓展市场
的过程中，传音控股并非简单地卖手机，
而是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让中国企业、中
国品牌在海外的发展受到当地政府、市场
的认可。
初入非洲时的情景，Arif Chowdhury
仍然记忆犹新：对外来企业而言，当地的
商业发展环境，包括政策、海关、税务等都
存在一些客观的问题。面对困境，传音控
股并没有退缩，而是邀请埃塞俄比亚政府
官员来中国考察手机产业发展，希望能够
让他们更了解中国领先的手机产业发展
趋势。
“此举创造性地改变了埃塞俄比亚的
制造业规则，
此前还在观望的当地电信运
营商，看到我们的产品后，非常认可我们
的产品，并纷纷开始向我们靠拢。”Arif
Chowdhury 说。
默默在海外卖了十多年手机的传音

传音控股针对年轻人，
推出互联网智能手机品牌 Infinix。

控股，如今其产品全球销售网络已覆盖尼
日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
埃及、沙特、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越南、
孟加拉国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洞察本地化需求
打开海外不同市场
回顾传音控股的发展，不难发现，当
多数品牌还在进行硬件规格的竞争时，
传音控股早已把焦点放 在了消费者体
验、持续研发、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上。
这也是为何，其享有“非洲之王”之称的
原因所在。
非洲地区电力基础设施不足，
传音控
股就将研发重点转向延长电池寿命上；
非
洲消费者喜欢大喇叭、长待机、深肤色拍
照，而印度消费者可能更需要暗光拍照功
能等。传音控股洞察到这些本地化需求
和创新机会，
通过各种各样的
“微创新”技
术，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Arif Chowdhury 认为，
“ 在地化”是
传音控股得以“出海”成功的核心。
“在对
市场有深刻洞察的基础上，
依托全球化的
思维进行本地化的经营，
研发符合当地消

□传音控股 供图

费者需求的产品，
这才能成功在当地开拓
渠道。”
通信行业竞争激烈，
传音控股也在不
断打破自身的
“天花板”，启动了多品牌战
略：从一开始只经营 TECNO 这一品牌，
到随后发布 itel 品牌，再到推出致力成为
年轻人最喜爱的互联网智能手机品牌的
Infinix。
根据规划，
借助已经积累的成功经验
和独特优势，
传音控股将进一步深化非洲
的战略地位。同时还将拓展更广泛的全
球新兴市场，如南亚、东南亚、中东、拉美
等。数据显示：2017 年，仅其 itel 品牌在
印度市场份额就已达到 9%。
Arif Chowdhury 表 示 ，传 音 控 股 的
目标是成为全球新兴市场最具品牌影响
力，
且成为消费者最喜爱的智能终端产品
和移动增值服务提供商。

选择张江科学城
理由不止一个
“创新”是传音控股业务不断扩大的
基石。2012 年，传音控股选址浦东张江，
在这里设立研发中心。Arif Chowdhury

表示，选择来张江，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
内生资源来说，张江都具有优势，一方
面，张江的“开放”不仅限于经济，也涉及
到很多方面，这就为身在其中的创造型
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有利
的政策支持，以及大量的人才资源等；另
一方面，张江自 1992 年成为国家级高新
技术开发区以来，经过多年开发已形成
了一系列成熟的产业链条，有着良好的
行业生态，这里汇聚了大量有实力的企
业。
“这些都是吸引我们的因素，特别在
落地期间，大到各种优惠政策扶持，小至
日常行政事务的协助，当地园区服务者
都在帮助我们尽责处理。张江的营商环
境 令 人 非 常 满 意 。”Arif Chowdhury 表
示。
传音控股在张江的研发中心与深圳、
北京等地相互链接，
不断开发出适应需求
的产品，
销售到世界各地。
如今在张江科学城内，国内外顶尖
机构不断入驻，也让传音控股看到了更
多机会，Arif Chowdhury 表示，未来在张
江，将看到更多基于企业自主研发的新
技术、新产品，甚至是能够辐射全球的新
发明。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国内手机市
场风起云涌，众多厂商机型的基本功能
已近乎完备，手机市场也逐渐进入了比
拼颜值的时代。6 月 12 日 10 时，屏占比
高 达 90% 的 新 国 民 旗 舰 联 想 Z5 正 式 开
售 ，一 举 创 下 15 分 钟 全 网 售 罄 的 纪 录 。
据悉，这款手机在开售前已经赢得众多
用户的关注，开售前京东预约量超过 34
万人。
业内人士认为，联想手机新品的发布
不仅让业内看到了联想在产品上的决心，
更看到了联想在战略上的决心。联想手
机只要保持稳定发展，逐步提升市场份
额，到了 5G 升级这个巨大的风口爆发之
时，联想可能会一举扭转局面，重回市场
一线。
据了解，手机业务是联想集团第二波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联想中国智能
物联业务的重要引擎之一。
今年 5 月 8 日，联想集团宣布对组织和
资源进行调整，成立了智能设备业务集团
（IDG），把 PCSD（个人电脑和智能设备业
务集团）和 MBG（移动业务集团）整合在一
起。
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刘
军表示，联想手机引领中国市场进入了智
能手机时代，创造了国内市场中国品牌第
一、全球前三的成绩，
并最早推出功能强大
的拍照、影音智能手机。
联想集团在今年 5 月发布了 2017/2018
财年（以下简称
“本财年”
）第四季度报告暨
年报。数据显示，联想集团本财年第四季
度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在第四季度业绩
强劲驱动下，
联想集团 2017/2018 财年业绩
显著释放，整体营业额较上一财年增长
5.4%，
达到 454 亿美元。
除 业 绩 报 喜 外 ，联 想 集 团 本 财 年 的
PC 业务实现高于大市的增长，并在全球
企业级市场重新拿下营业额和销量双料
冠军。同时，联想集团的战略转型持续高
速推进，其战略转型方向上的新业务全线
开花。
据悉，
为更好地推进战略转型，
联想集
团今年还宣布成立智能设备业务集团，调
整内部架构以满足向智能物联网和智能化
时代转型的需求。分析人士认为，本财年
第四季度的业绩，体现了联想集团三波战
略及智能化变革的有力进展，联想集团已
经跨越拐点，
重回上升通道，
增长势头有望
在后面的财年得到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