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朱立南总裁，尊敬的各位 CEO：
⾮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让我来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想谈谈我跟联想的渊源。
朱⽴立南是我的⽼老领导、⽼老⼤大哥，17 年前，他代表联想集团投资了⾦金⼭山软件，成为第⼀一⼤大
股东，⽽而当时我是⾦金⼭山的 CEO。后来我组建的卓越⽹网，也成为君联投资的第⼀一个案⼦子。所以，
我跟联想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我和⼤大家⼀一样，对我们联想的⼤大家长柳传志先⽣生崇拜得不⾏行。我相信⼤大家加⼊入联想⼤大家
庭，也会从这⾥里⾯面感受到很多东西。联想这家公司，对我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帮助是最⼤大的，
柳传志先⽣生也给了我很多⼈人⽣生的启发。
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创办⼩小⽶米之前的⼀一些思考。
向同仁堂学习：做产品要真材实料，还要有信仰
柳传志当年推荐过⼀一本书，叫《基业长青》
，是关于如何创办百年企业的。于是我就问⾃自
⼰己，怎么办⼀一个百年企业呢？我⾸首先想的是，在中国，谁做到了百年。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同仁堂。
在研究同仁堂的时候，我发现同仁堂最重要的是其司训：“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
虽繁必不敢省⼈人⼯工”，意即做产品，材料即便贵也要⽤用最好的，过程虽繁琐也不能偷懒。换句
话说，要真材实料。设想⼀一下，假如⼤大家都这么做，那我们的社会还会有毒⼤大⽶米、三聚氰胺、
雾霾吗？
但这个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是很难的。所以同仁堂的⽼老祖宗又讲了第⼆二句话：“修合⽆无
⼈人见，存⼼心有天知。
”你做的⼀一切，只有你⾃自⼰己的良⼼心和⽼老天知道。这⼀一句话，是关于怎么保
证第⼀一句话被执⾏行的。
这让我很受震动。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在全球的观念⾥里，就
是⽣生产劣质产品的地⽅方呢？有时候⼤大家开玩笑说，
我们中国⼈人太聪明。
其实就是喜欢⾛走捷径、
喜欢偷⼯工减料，才让⼤大家有这样的印象。如果我们想基业长青，那就得真材实料，⽽而要想坚
持下去，就要把真材实料变成信仰。
我认为要基业长青，就要做到两条：第⼀一真材实料，第⼆二对得起良⼼心。
当我想到这⼉儿以后，我又问，有没有千年企业呢？其实有，宗教。宗教其实就是信仰。
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想办成⼀一个持续永恒的事业，就得有理念，并且要把这种理念变成信
仰。
思考过这个以后，我⼲干⼩小⽶米时就想⾛走⼀一条不同的路：我们做产品的材料，要全部⽤用全球
最好的。夸张地说，我们“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贵的肯定是有道理的。对于⼀一个从零创办的
公司⽽而⾔言，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成本⽐比别⼈人⾼高了⼀一⼤大截。但我们还是这
样做了，处理器⽤用⾼高通，屏幕是夏普，最后组装也找全球最⼤大的平台——富⼠士康。
做到这⼀一点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愿意和⼀一个初创企业合作呢？原来我以为做
⼿手机跟做 PC ⼀一样买个元器件就⾏行，后来发现不是，⼿手机⾥里⾯面绝⼤大部分都是电⼦子元器件，这
意味着我们的合作商需要投资研发资源，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所以每⼀一家供应商在选择合作
伙伴的时候，都异常地⼩小⼼心。
组装的事，我从第⼀一名谈到第四名，都没有⼈人理我，最后我说服了第五名的英华达，就
是英业达集团的⼦子公司。我跟他们南京的总经理谈了三次，他觉得我的想法是靠谱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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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跟我们赌⼀一把。今天，我们的组装主要就两家供应商，英华达和富⼠士康。
我想说的是，⼀一个创业公司从零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你能做成。⽽而找⼿手机主要的
供应商，我花了⼤大概九个⽉月的时间。想做⼀一个好东西，是很不容易的。
三年前，我们第⼀一款产品做出来时，成本⾼高达 2000 元⼈人民币。当时国产⼿手机都是五六百
元，两千元的⼿手机怎么卖？我们内部完全没信⼼心。原本我们的定价是 1499 元，⼀一部⼿手机要赔
500 元，肯定是不⾏行的。在产品发布的前⼀一周，我想了⼀一个通宵没睡，第⼆二天晚上，和⼏几个
合伙⼈人⼀一起商量，决定定价 1999 元。我们要相信，是好的东西就值 1999。⼀一周后我们发布了，
⼤大获成功。
我发现我们中国⼈人需要的，⾸首先是好东西，⽽而不仅仅是便宜的东西。如今的中国已经是
产品过剩的时代，如果不认认真真地把产品做好，那不就是忽悠吗？
为了保证做到这⼀一点，⼩小⽶米在创办初期的⼀一年半⾥里，没有市场部门，也没有发过⼀一篇公
关稿，并且要求全员保密，甚⾄至不能说这个公司是雷军做的。
刚开始，我们从擅长的软件⼊入⼿手，做了基于安卓的 MIUI。2010 年 4 ⽉月 6 ⽇日，我们创办
了公司，8 ⽉月 16 ⽇日发布了 MIUI 第⼀一个版本。产品发布时只有⼀一百个⽤用户，但是第⼆二周就变
成了两百个，第三周四百个，每个星期翻⼀一番。10 ⽉月份，我们就被全球的开发者论坛 XDA
推荐，从国际上⽕火起来，当年就获得了安卓最佳产品的提名。
所以说，要认真做好产品，要相信⼜⼝口碑，⽽而⼜⼝口碑就是信仰的⼀一部分。
我们的每⼀一款⼿手机，哪怕是只卖 599 元的红⽶米 4G，也都⽤用国内顶尖的供应商。⽽而且为了
把⼿手机做好，我们每年只出⼀一两款⼿手机。到今天为⽌止，四年半只做了六款⼿手机。并且我保证，
每⼀一款⼿手机都是我⾃自⼰己⽤用过半年⼀一年的。我知道这个⼿手机好在什么地⽅方，我也知道我的产品
不好在什么地⽅方。
我做了 25 年技术，如果这个东西我⾃自⼰己都没⽤用过，我⾃自⼰己都不觉得好，我能够站在这⾥里
给⼤大家推销吗？
⼩小⽶米，是我 40 岁在财务⾃自由以后创办的公司。这点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不会为了钱去做
什么事情，这个事情是我喜欢的，我满意的。所以⼩小⽶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货真价实。
可能很多⼈人，包括这⾥里的绝⼤大部分⼈人，以前都是⽤用苹果三星，但现在我相信，在座的已
经有很多⼈人⽤用的是国产⼿手机了。三年前，⼏几乎没有⽤用国产⼿手机的，今天，在⼩小⽶米的带动下，
越来越多的国产⼿手机越做越好。
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同仁堂的故事。
向海底捞学习：口碑源于超预期
我想分享的第⼆二个故事是海底捞。
七⼋八年前，我在机场的书店买了⼀一本书，
《海底捞你学不会》
，可是看了三四个⼩小时之后，
我发现我学会了。我发现海底捞的秘诀其实只有两个字：⼜⼝口碑。
怎么能把⼜⼝口碑做好呢？很多⼈人很快就想到了⼜⼝口碑营销，可是你⼀一旦想到营销，这件事情
就死了，你⾸首先要想，什么样的东西才有⼜⼝口碑。
我看完这本书就去了海底捞。跟其他⽕火锅店⼀一样，海底捞的环境很嘈杂。但让我惊讶的
是，海底捞的服务员有着发⾃自内⼼心的笑容。
其他的服务型⾏行业，⽐比如民航业，空姐们虽然⽐比海底捞的服务员更漂亮，制服也更好，
但是，她们常常是⼀一种⽪皮笑⾁肉不笑的状态。相⽐比之下，海底捞服务员的笑容真的能够打动⼈人。
我就问海底捞的服务员：
“你当个服务员有啥好笑的呢？”她跟我说：
“我 40 多岁下岗⼥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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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找不到⼯工作，结果海底捞录⽤用了我，七⼋八年前就给我每⽉月四千元的⼯工资，我睡觉做梦都
会笑醒。
”
我对此很受触动，海底捞连员⼯工都感动了。所以我决定，⼩小⽶米的客服，在北京⾸首先能⽐比
同⾏行平均⼯工资⾼高 30%，四千块钱起，不惜代价，最⾼高能到⼀一万⼆二。如果我不能对员⼯工好，员
⼯工会怎么对我们的客户呢？
⼏几年前，微博上有个段⼦子讲得特别好。有个客⼈人在海底捞吃完饭后，想将餐后没吃完的
西⽠瓜打包带⾛走，海底捞说不⾏行。可是他结完帐时，服务员拎了⼀一个没有切开的西⽠瓜对他说：
“您
想打包，我们准备了⼀一个完整的西⽠瓜给您带⾛走，切开的西⽠瓜带回去不卫⽣生。
”
哇，那⼀一瞬间就把客户打动了。所以讲到这⾥里，⼤大家知道什么叫⼜⼝口碑了吗？
其实后来我还去过帆船酒店，当时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去了迪拜。⼀一进帆船酒店，感
觉⾦金碧辉煌，好像真的贴了⾦金⼦子，但现代⼈人的审美不会觉得这是奢华，⽽而是⼟土。
所以我就觉得很失望，这难道是全球最好的酒店吗？我想是因为我预期太⾼高了。现在回
想起来，帆船餐厅好得惊⼈人，但是我的预期如此之⾼高，以⾄至于我真的失望了。
⼜⼝口碑的核⼼心是超越⽤用户的预期。帆船酒店的服务肯定⽐比海底捞的要好，但是他没有超越
⽤用户的预期，海底捞破破烂烂的，进去闹哄哄的，但是包括服务员的笑容在内，很多细节征
服了每⼀一个客户，所以海底捞的⼜⼝口碑是⽆无敌的。
有了这样⽆无敌的⼜⼝口碑，还需要做⼴广告吗？所以⼩小⽶米公司成⽴立初期，我没有成⽴立市场部，
也没有做公关。刚开始 MIUI 只有⼀一百个⽤用户的时候，我要能 hold 住。
我相信⼜⼝口碑，我认为最好的产品就是营销，最好的服务就是营销，好东西⼤大家会⼼心⽢甘情
愿地帮你推⼴广。
初期的时候⼤大家不信，我们做 MIUI 实践了⼀一把，⼤大获成功。⼴广告这东西，⼀一半有效⼀一
半⽆无效，但⽐比⼴广告更有效果的是⼜⼝口碑。
我们为什么觉得保健品⼈人见⼈人烦，就是因为他们天天吹⽜牛，⼴广告多得让⼈人⼼心烦，消费者
渐渐不愿意相信了。⽽而没有⼴广告以后，你会真⼼心真意对待每⼀一个⽤用户，所做的每件事情都超
预期。
⽐比如说我看到⼀一个⽤用户在微博⾥里投诉“电池⽤用了两个星期以后充不进去电”，正当我打算回
复时，却发现已经有同事回答了他的问题。第⼆二天我发现这个⽤用户贴了⼀一条微博，说他“已经
收到⼩小⽶米同事免费寄的⼀一个新电池”。
⼤大量制造的⼯工业品不可能不出⼀一点差错，但⽤用户投诉时，⼀一般⼈人只会建议返修，⽽而我们
的员⼯工却给他寄了⼀一个新的电池，最后那个⽤用户是挺感激的。
又⽐比如双⼗〸十⼀一，凌晨⼀一点多钟下的单，第⼆二天早晨六点就送到了。⽤用户说⼩小⽶米的物流丧
⼼心病狂，刚买完⼏几个⼩小时以后，货就已经送到了，这个就是⼀一个能够打动⽤用户的⼩小细节。
所以我想跟⼤大家谈的第⼆二个就是，⼜⼝口碑的核⼼心是超预期，当你去经营⼜⼝口碑时，我相信你
的⼜⼝口碑就⼀一定会有提⾼高。
⼜⼝口碑不是新媒体营销，其本质是认真琢磨产品和服务怎么能够打动消费者，我觉得这是
关键。
这是我参考的第⼆二间公司。
向沃尔玛、Costco 学习：低毛利、高效率是王道
谈完同仁堂和海底捞，我要说的第三间公司是沃尔玛。
52 年前，
⽼老⼭山姆在家乡创办了⼀一个杂货店。
他发现那时美国流通⾏行业的平均⽑毛利率是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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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很⿊黑的。⽼老⼭山姆就想，我能不能只赚别⼈人⼀一半的钱，只做 22%的⽑毛利率呢？天天平
价，销量可以是别⼈人的好⼏几倍，肯定能挣钱。
所以他就把“天天平价”做成了沃尔玛创办的 slogan。
但是仔细想想，当别的连锁店赚 45%的时候，只做 22%，理论上肯定是不赚钱的，⽽而且
亏得很厉害，这是市场竞争的原则。
⽼老⼭山姆琢磨了很久，⼼心想只要便宜⼀一百美元，美国⼈人就会愿意开车到⼗〸十英⾥里以外。所以
他就不在市中⼼心办，⽽而是找了⼀一个旧仓库，把所有的成本降到最低，就算⽑毛利率只有 22%，
他也还有⼏几个点的净利润。
结果，沃尔玛⽤用了三⼗〸十年就成为世界第⼀一，这就是⾼高效率。
我们的商学院教了⼀一堆错误的观念，包括我们这些投资者们，永远在问“可不可以有更⾼高
的⽑毛利率”。当然可以，骗⽤用户呗！要么偷⼯工减料，要么就涨价，还有别的⽅方式能提⾼高⽑毛利率
吗？
我现在投资，特不喜欢⽑毛利率很⾼高的。中国市场上什么东西都贵得离谱，稍微好⼀一点的
东西就很贵。
三年前，我跟⾦金⼭山的⼀一帮⾼高管去美国。那时我们的 CEO 张宏江，是从美国回来的，原
来微软的⼯工程院院长。他⼀一下飞机，就租了辆车直奔 Costco（好市多，美国最⼤大的连锁会员
制仓储量贩店）
，后来同⾏行的七⼋八个⼈人也去了，回来以后都很激动。
我感到很奇怪，猎豹移动的傅盛就给我举例，两个新秀丽牌⼦子的⼤大箱⼦子，平时在国内⼤大
概卖 9000 多元⼈人民币，Costco 只要 150 美元，合 900 元⼈人民币。
美国的房⼦子、⼟土地、⼈人⼯工什么的，都贵，但这两个箱⼦子，价格只有国内的 1/10。我们的
⼈人民拿着美国 1/6、1/10 的⼯工资，
“享受”着雾霾，却要付 10 倍的价钱，这是为什么？
我后来研究 Costco 发现，这个公司确实厉害。他们的信条是：所有的东西，定价只有
1%~∼14%的⽑毛利率。
任何东西的定价要超过 14%的⽑毛利率，就要经过 CEO 批准，还要再经过董事会批准，
⾮非常⿇麻烦。我看了他们的财报，7%的平均⽑毛利率，在美国做⼤大型连锁零售，这是不挣钱的。
所以他们通过会员费来盈利，要买东西的必须成为会员。2000 多万的会员，每⼈人⼀一年 100
美元。Costco 的店⾯面⼤大概只有沃尔玛的 1/4，每种东西只有两三个品牌，都超级好，也超级
便宜。结果我们都成了 Costco 的会员。
所以我想探究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公司的⽑毛利率越⾼高，真的越好吗？⽑毛利率⾼高的公司，
效率⼀一定很低的。
在低⽑毛利的情况下，怎么⾼高效率的⼯工作才是厉害的地⽅方。
⼩小⽶米刚开始是零⽑毛利的，依靠⼤大规模的⽣生产，⼤大概能有百分之⼗〸十⼏几的⽑毛利率。我们的关
键在于，把⼩小⽶米的整体运作成本控制在 5%以内。前年是 4.1％，去年是 4.3％，不谦虚地讲，
我们是全球运作效率最⾼高的公司。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雇很多⼈人，⼀一定不能做很多事。我们的哲学是：少就是多，⼀一定要专
注。我们的模式太复杂了，简单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我们⾸首先是复杂，然后再把复杂的
事情做简单。
沃尔玛跟 Costco 这些零售业给我的经验就是，低⽑毛利是王道。只有低⽑毛利，才能逼着你
提⾼高运作效率。⽽而⼩小⽶米要接近成本来定价，⾼高效率就是王道，没有⾼高效率，这个公司会赔得
⼀一塌糊涂。
我⼀一直在想，做电⼦子商务为什么损失那么⼤大，要烧那么多钱呢？⼩小⽶米也是电⼦子商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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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赚钱。我不记得在哪⾥里看过⼀一句话，说企业不赚钱就是犯罪，企业的社会使命就是要赚
钱提⾼高效率。但是类似于亚马逊的神话，只有贝佐斯做到了，⼀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而我们既
然不想坑⽤用户，又要赚钱，就只能⽤用所有的聪明才智来提⾼高效率。
提⾼高效率不等于克扣员⼯工。⼩小⽶米有 7500 ⼈人，5000 ⼈人是服务部门，研发运作部门只有 2500
⼈人，以我们今年预计 750 亿到 800 亿元的营业额来说，我觉得已经是天下⽆无敌了，这需要什
么样的运作效率呢？
所以，我们雇每⼀一个⼈人的时候，都需要精挑细选。
⽐比如我们的虎哥，Hugo Barra，安卓的产品副总裁，⾕谷歌的全球副总裁。我⽤用了三年多
的时间，说服他到⼩小⽶米⼯工作。其实到⼩小⽶米⼯工作容易，因为⼩小⽶米⽬目前形势⽐比⼈人强，难的是说服
他离开硅⾕谷来北京⼯工作。
⼤大家明⽩白，虎哥在硅⾕谷、在⾕谷歌内部，都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他也知道风险，如果⼩小
⽶米⼲干砸了，他可能就不能当安卓这个副总裁了，现在安卓已经占了智能⼿手机全球百分之⼋八九
⼗〸十的市场份额。他本⼈人在硅⾕谷也有巨⼤大的影响⼒力，加⼊入⼩小⽶米时，所有的商业杂志都是整版的
报道。
去年 10 ⽉月份他到北京，上个⽉月在这⼯工作满⼀一年时，我跟他聊天，他还是觉得，这是个激
动⼈人⼼心的事业。
这段时间，新浪的前总编辑陈彤也加⼊入了⼩小⽶米。他离职的时候，⽕火得⼀一塌糊涂，⽽而他加
⼊入⼩小⽶米的这件事，热度也相当于他离职消息的 90%。
所以，我们在不惜代价地吸引各⽅方顶级的⼈人才。⼈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高效率的公司来
说，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我们尽量少雇⼈人，对这些⼈人却有⼀一个要求：前两三百⼈人，全部⼗〸十
年以上经验。因为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使⼀一个公司⾼高速发展⽽而不翻车。
最后整体总结，在创办⼩小⽶米之前，联想的东西就已经在我的 DNA ⾥里了。做⼩小⽶米的时候，
我真正学习的是这⼏几家公司：同仁堂、海底捞、沃尔玛和 Costco。
我们像同仁堂⼀一样做产品，货真价实，有信仰。每个东西都是我⾃自⼰己⽤用过的好东西，如
果做得不好，请⼤大家原谅，因为我们也只⼲干了三年，还需要时间。
这⾥里爆个料，我们下⼀一代产品还会进⼀一⼤大步。智能⼿手机的竞争，是全球最激烈的竞争，
这个难度是蛮⾼高的。我们这个公司总被拿来跟苹果⽐比，要我每⼀一年都⽐比苹果好。苹果 6000
亿美元的市值，假如我⽐比苹果好，我应该值 8000 亿美元吧，所以我肯定不如苹果，就不要⽐比
了。
我们五年之内，不谈超过苹果。当你了解的越多，你敬畏的就越多，但这不意味着我们
的市场份额不可能⽐比苹果⼤大。
第⼆二点，向海底捞学⽤用户服务，做超预期的⼜⼝口碑。今天的时间很短，就不展开讲了。
第三点，向沃尔玛、Costco 这样的公司学运作效率。我们是电商，是实业的，涉及到实
业，我觉得还是效率致胜。当然，提⾼高效率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柳传志先⽣生讲的拧⽑毛⼱巾，我
也很认同，不过我⽤用的是另外⼀一种，模式优化——把中间渠道、零售店全部⼲干掉，少做事，
⽤用最聪明的⼈人简化流程。
⽐比如做⼿手机，其实建⽴立全国销售渠道、旗舰店这些都不需要，把产品做好，开个⽹网站，
等⽤用户上门买，就是最好的模式。⼩小⽶米⽹网，原来叫⼩小⽶米.com，后来国际化，又花了 2000 多万
元建了 MI.com，我觉得值。
⼩小⽶米⽤用了⼤大量的模式创新来提⾼高效率，只有这样，才能使成本⼤大幅度降低。在消费电⼦子
⾏行业，从制造成本到零售成本，定倍率基本上是两到三倍，再加上渠道、零售店利润，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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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到东西的价格是制造成本的两到三倍。
为什么传统⼿手机那么贵？或者说，为什么传统的所有服务都那么贵？效率不够。中国的
电商之所以有这么快的增长率，主要是我们的传统商业落后。Costco 也全是实体连锁店，但
是⾼高效率。京东的财报显⽰示，京东⾃自⼰己就花了营业额的 10%，如果 Costco 只要 7%，你觉得
Costco 会受京东影响吗？我觉得有影响问题也不⼤大。
所以关键是怎么提⾼高效率，电商的核⼼心是效率。这个模式有先进性、优越性，但如果不
管理好成本，就很难挣到钱。
这就是我参考过的⼏几家公司。
互联网“七字诀”外的真经：群众路线
最后，我讲讲互联⽹网思维。
我谈过互联⽹网七字诀：“专注、极致、⼜⼝口碑、快”，但今天不谈这个。互联⽹网思维⾥里还有很
重要的⼀一条——群众路线，就是“深⼊入群众，相信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互联
⽹网开源社区的模式。互联⽹网有最低的组织成本，可以让⽤用户参与进来。
⼩小⽶米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呢？
我⼀一直有个梦想，做⼀一个好⼿手机，⽤用户有好的意见，我马上就能改。所以我设计了这样
的模式：建⽴立⼩小⽶米社区，每天有 300 万⼈人访问，提各种建议。吸纳建议后，我们⼀一个星期出
⼀一个操作系统新版。这其实是个世界级的难题，因为操作系统⽐比较复杂，尤其要考虑出错了
怎么办，可靠性要求很⾼高。
举例说明⼀一下。⽐比如，不知韩寒还是王洛丹提到，很多粉丝给他们打电话的烦恼，问能
不能做个只接通讯录电话的功能？后来⼩小⽶米就有了这个功能。再如，有⼀一位领导跟我说他的
电话要 24 ⼩小时开机，晚上 12 点⼀一打就睡不好觉。后来，我们就设置了 VIP 电话，只有 VIP
能 24 ⼩小时都打得通。
像这样的功能都是⼈人民群众发明的，因为我们不在那个场景⾥里，想不到。实际上，⼩小⽶米
⼿手机发起了⼀一场群众运动。
在这点上，其实我们跟 iOS 是完全不同的设计思想。我们是“易上⼿手”，看起来跟 iOS ⼀一样
简单，但是“难精通”，功能⾮非常多，集⼤大成。甚⾄至在设计时，我们有句名⾔言叫“让⽤用户有发现
的乐趣”。
我对互联⽹网思维最深的理解，除了七字诀以外，就是群众路线，即开源社区。互联⽹网是
⼀一种思想，⼀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指导思想。如果能把这个模式想透，应⽤用到任何业务
⾥里，那个业务都会与众不同。
今天来主要跟⼤大家分享我做⼩小⽶米的四点思考。⼩小⽶米前⾯面的路还很漫长，我们今年取得了
⼀一些成绩，主要感谢⼤大家的⽀支持，更多的是我们赶上了智能⼿手机在中国爆发的时间点，所以
才会有“飞猪理论”。
但对我们要做的事情来说，
⼩小⽶米才刚刚开始。
我想把我们按这种哲学做出来的中国产品，
带到全世界，让全球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来⾃自中国的科技创新乐趣。
我相信未来⼗〸十年，⼩小⽶米会像 70、80 年代的索尼带动整个⽇日本的⼯工业⼀一样，像 90 年代、
21 世纪三星带动了韩国的⼯工业⼀一样，带动中国的⼯工业。
⼩小⽶米的⽬目标，是要成为中国的国民品牌，⼩小⽶米的梦想，终将成为中国的未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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