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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东亚的市场我想和欧美的市场完全不一样的，欧美的市场 ，呃，可能娱乐的成分要多一些，东
亚的话呢，生活水平啊，实用性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说针对东亚的市场而不是欧美的市场，基于这个
市场我们来。

                
             



这方面是要考虑的，我觉得他是有个侧重点的，嗯，他侧重的是东亚年轻人的这一块。


所以这个东西不光要有实用性还要有时尚性。

嗯，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产品是时尚性多一点还是实用性多一点。

从我的想法来看东亚从整个年轻人来讲，呃，大家整体的一个趋势还是比较时尚的。

 时尚、轻便，比方说，嗯，我离地铁站有一公里，我用这个车到地铁站，拎上地铁，下了地铁之后
呢，骑这个车到公司，上海这个车蛮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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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 ，/w 东亚/n 的/u 市场/n 我/r 想/v 和/c 欧/j 美/j 的/u 市场/n 完全/a 不/d 一样/a 的
/u ，/w 欧/j 美/j 的/u 市场/n ，/w 呃/e ，/w 可能/v 娱乐/v 的/u 成分/n 要/v 多/m 一些/m
，/w 东亚/n 的/u 话/n 呢/y ，/w 生活/v 水平/n 啊/e ，/w 实用/v 性/k 比较/d 多/a 一点/t 。
/w 所以/c 我们/r 说/v 针对/p 东亚/n 的/u 市场/n 而/c 不/d 是/v 欧/j 美/j 的/u 市场/n ，/w
基于/p 这/r 个/q 市场/n 我们/r 来/v 。/w
 这/r 方面/n 是/v 要/v 考虑/v 的/u ，/w 我/r 觉得/v 他/r 是/v 有/v 个/q 侧重/v 点/n
/u ，/w 嗯/e ，/w 他/r 侧重/v 的/u 是/v 东亚/n 年轻人/n 的/u 这/r 一/m 块/q 。/w

的

 所以/c 这个/r 东西/n 不光/c 要/v 有/v 实用/a 性/n ,/w 还要/v 有/v 时尚/n 性/n 。/w
 嗯/e ，/w 所以/c 我们/r 来/v 看看/v 这个/r 产品/n 是/v 时尚/n 性/k 多/a 一点/t 还/d 是
/v 实用/a 性/n 多/m 一点/t 。/w
 从/p 我/r 的/u 想法/n 来/f 看/v ，/w 东亚/n 从/p 整个/b 年轻人/n 来讲/u ，/w 呃/e，/w
大家/r 整体/n 的/u 一个/m 趋势/n 还/d 是/v 比较/v 时尚/n 的/u 。/w
 时尚/n 、/w 轻便/a ，/w 比方/c 说/v ，/w 嗯/e ，/w 我/r 离/v 地铁站/n 有/v 一/m 公里/q
，/w 我/r 用/p 这个/r 车/n 到/v 地铁站/n ，/w 拎/v 上/m 地铁/n ，/w 下/v 了/u 地铁/n 之后
/f 呢/y ，/w 骑/v 这个/r 车/n 到/v 公司/n ，/w 上海/n 这个/r 车/n 蛮/d 多/a 的/u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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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了我们也不要那么精确就是换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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