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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和产品回归中国

谈及近年三星在中国市场
的表现，权桂贤先生坦言过去存
在一些不足，但对于未来他充满
了信心。权桂贤介绍说，三星电
子重返战场凭借四大支柱——
技术、产品、市场营销和零售。

“特别是技术和产品方面，大家
从Galaxy A8s开始就可以感
觉到，我们越来越重视中国市场
的需求，中国消费者的习惯和需
求在产品上都得到了更多的回
应。而这次新上市的Galaxy
S10的销售远远好于我们的市
场预期，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销
售火爆的情况，说明我们的策略
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谈及三星
目前的市场状况，他说。

权桂贤先生认为，三星有很
多先进的技术，包括屏幕技术、
5G技术等，这是三星立足市场
的最大优势。而为了在中国市

场取得更好的成绩，三星在产品
策略上也做出了更加积极的改
变。如果说以前三星在中国市
场的模式是把在全球市场上获
得成功的产品直接带到中国，那
现在则变成了要把在中国市场
获得成功的产品推向全球。“我
对于我们的技术以及产品都非
常有信心，三星将带着更适合中
国市场的产品与技术重返中国
市场。”权桂贤先生说。

消费者是未来的决定因素

最近半年，手机的屏幕成为
各大厂家的聚焦点，尤其是进入
2019年后，折叠屏更是承包了
手机市场的热点。谈起未来市
场的发展方向，权桂贤先生在记
者面前表现出一种风云看淡的
从容，“未来发展方向是由消费
者和市场决定的，不是由某一家
公司决定的。但我很有信心的

是，三星在技术上已经做好了充
足的应对准备”。

权桂贤先生认为，目前智能
手机的同质化现象很严重。最
近几年，大家更多地聚焦于屏幕
方面的创新，比如更高的屏占
比，更艳丽的色彩和更安全的解
锁支付等。在这方面，三星有着
非常雄厚的实力，在研发、生产以
及制造方面都有着自己的产业链
优势。比如三星的AMOLED
屏幕、Super AMOLED屏幕
以及折叠屏，三星一直走在行业
前列。他举例说：“现在的手机，
因为担负着交易支付等功能，安
全性越来越受消费者重视。三
星Galaxy S10系列使用的动
态AMOLED屏幕，搭载了超声
波屏下指纹识别技术，准确检测
指纹的3D纹理，保密性能更好，
引领了行业的发展趋势。当然，
在5G时代真正普及之前，市场
创新的重点应该仍然会围绕屏

幕和拍照功能进行。”
对于现在市场的热点——

5G、IoT、AI等，三星也都有自己
的布局。虽然大家都在谈论
5G，但权桂贤先生认为，很多人
对5G给市场带来的影响理解并
不深刻，5G会在智能家居、无人
驾驶、远程医疗、电商、监测监控
方面产生颠覆性的变化。但这
所有普惠大众的前提，必须在
5G普及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所
以大家都在期待5G。“三星在5G
方面的技术储备是全球领先
的。我们将通过5G、AI及IoT
与智能终端设备为消费者提供
全新的生态系统，以领先的创新
技术持续推动行业发展。”谈及
这方面，权桂贤先生信心十足。

中国是三星最重要的战略
市场之一

作为三星电子大中华区总

裁，权桂贤先生对于中国市场有
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他认为：

“对于现代企业来说，只有赢得
中国市场才能称得上是全球化
的企业。我们去年提出了
We are back的口号，表达的
就是三星重返中国战场的决
心。”

当然，对于中国市场的激烈
竞争，权桂贤先生也有足够的认
识：“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面临
着一些挑战，但是现在我们已经
做好充足的准备重返战场，准备
重新赢得中国这个竞争激烈的
市场。重新赢得中国市场是一
个过程，我们会一步步地实现。
并且会在产品和技术方面不断
地积累，为后期的发展奠定坚实
的基础。”权桂贤先生表示，未来
三星会更努力地全面推进本土
化进程，凭借优秀的产品和技
术，获得中国消费者的喜爱，重
新赢得中国市场。

We are back是我们的决心
——专访三星电子大中华区总裁权桂贤先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亦舒 文图

作为全球智能手机行业的头部企业，三星电子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稳坐头把交椅（IDC统计数据，2018年
三星手机出货量为2.923亿台，市场份额为20.8%，居世界第一），但最近几年在中国市场，也感受到了国产厂
商的压力。2017年，权桂贤走马上任三星电子大中华区总裁。

上任伊始，权桂贤就掀起了本土化的改革，在产品、技术、营销等方面赋予更多的本地化色彩，并在去年高调
宣布“We are back”。权桂贤的改革在中国市场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今年3月上市的三星Galaxy S10
系列，销售大大超出了公司预期，在全国多个地区出现了排队抢购的状况。3月20日，权桂贤先生来到郑州调研
市场，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就未来市场发展、战略等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三星电子大中华区总裁权桂贤

本报讯 3 月 18 日下
午，郑州市物业管理协会在
郑州市房管局4楼会议室
举行了郑州物业服务行业

“十佳巾帼最美物业人”颁
奖仪式。

郑州市物业服务行业
自1994年第一家物业服务
企业诞生至今，已有25年
的历史。目前，共有物业服
务企业2000多家，从业员
工20多万人，其中女性职
工占60%左右。她们是物
业服务的主力军和骨干力
量，她们有的从事中高层管
理工作，而大部分从事保
洁、绿化、客服等基层服务
工作，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
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工作
中涌现了一大批先进典型
和模范人物；十佳巾帼最美

物业人仅是她们中的典型
代表。她们是物业服务行
业的光荣和骄傲，是全行业
学习的榜样！

获得郑州市物业服务
行业“十佳巾帼最美物业
人”的是：

河南圆方集团党委书
记、总裁薛荣；

郑州市永威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卉；

索克物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姜芳；

河南楷林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亚丽；

河南省锦华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玲；

郑州国基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项目经理沈会娜；

河南盛世物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赵跃
娟；

河南新康桥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区域总经理李君；

河南建业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郑州
区域总经理聂迎锋；

鑫苑科技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保洁员范学芳。

传播“郑”能量永远在路上
郑州市物业管理协会举行郑州市物业服务行业
“十佳巾帼最美物业人”颁奖仪式

关键词：民营经济

通知明确，支持物流、信
息服务、文化、旅游、健康、养
老等高成长性服务业企业发
展。贷款贴息项目，原则上单
个项目贴息总额不超过500万
元。以奖代补项目、财政补助
项目等补助额度，原则上控制
在项目总投资的30%以内，单
个项目补助额一般不低于200
万元、不超过500万元。

关键词：创业扶持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年12月31日，对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从事个体经营
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
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每
户每年14400元为限额，依次
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
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
所得税。

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创业税收政策。自2019年 1
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
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
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
内按每户每年14400元为限

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
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和个人所得税。

对首次创业给予补贴。
对大中专学生（含毕业5年内
的普通高校、职业学校、技工
院校毕业生及在校学生，毕业
5年内留学回国人员）、就业困
难人员、贫困家庭劳动力、返
乡农民工首次创办企业或从
事个体经营，自工商登记注册
之日起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
给予一次性 5000 元开业补
贴。对大中专学生、退役军
人、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民
工创办的实体在创业孵化基
地发生的物管、卫生、房租、水
电等费用，3年内给予不超过
当月实际费用50%的运营补
贴，年补贴最高限额1万元。

关键词：市场融资

对省内企业申请在境内外
上市融资的，按照辅导备案登
记等时间节点，对企业给予不
超过200万元补助。对省内企
业通过境内外资本市场发行的
债务融资工具、资产证券化两
类产品，分别按照其实际支付
中介费用的50%给予补助，每

户企业每类产品最高补助不超
过100万元。对省内企业通过
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等形式引
进保险资金的，按照实际融资
金额给予不超过1%的奖励，
每户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关键词：减税降费

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
（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免征增值税。

对符合《财政部税务总局
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
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9〕13号）条件的小型微利
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
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
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
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将我省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单位缴费费率由20%降低至
19%、失业保险缴费费率由2%
降低至1%的政策延长至2019
年4月30日。符合条件的地区
可从今年5月1日起下调工伤
保险费率20%或50%，期限暂
执行至2019年4月30日。

大中专学生创业一次性补贴5000元
河南发大礼包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通讯员 牛要聚

3月27日,河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联合印
发《完善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财税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进一步支持和服务民营经济发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周京屹 通讯员 陈朔 文图

颁奖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