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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售两年成绩斐然 下半场开启新时代

本报记者 蒋永霞

从 2016 年至今，新零售已经

走过两年多的探索之路， 无论

是类似盒马鲜生的新业态，受

电商冲击小消费频次高的商店

超市，还是价格更高注重消费体验

的百货商场大多在积极地拥抱新

零售。

1 月 11 日， 阿里巴巴集团发

布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旨在帮

助全球零售业完成数字化转型。阿

里巴巴集团 CEO 张勇表示：“阿里

通过 20 年的积累和新零售的实

践，沉淀出阿里商业操作系统。 阿

里商业操作系统将帮助零售业全

面走向新零售”。 由此衍生的阿里

巴巴商业操作系统将进一步用技

术拓展商业边界，开启全新的零售

数字化时代。

2016 年 10 月， 阿里巴巴集团

宣布包括“新零售”在内的“五新”

战略，到 2018 年上半年，阿里新零

售布局已呈现出清晰完整的布局：

以天猫、淘宝为基座，以普惠金融、

云计算、 智慧物流为基础设施，以

盒马鲜生为创新业态、以天猫智慧

门店为品牌数字化抓手， 在商超、

百货、家居、数码、本地生活、社区

小店等行业贯穿成线，继而聚力成

面，形成覆盖消费者生活全场景的

数字经济体。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天

猫平台上品牌数量超过 18 万个，

发布新品超 5000 万件，比 2016 年

增长近 1000%，天猫新零售智慧门

店已超过 20 万家， 盒马鲜生截至

2018年底开出近 120家门店，淘鲜

达对 600 余家商超完成新零售改

造， 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覆盖

676 个城市的 350 万家商户，120

万家天猫小店接入零售通，农村淘

宝在农村覆盖 3 万个网点，居然之

家与天猫跑通的新零售家居卖场

模式正在向全国推广。

在创新实践之中，阿里巴巴也

沉淀了诸多产品和经验，为赋能合

作伙伴共创新零售业态打下基础。

仅仅经过两年时间，共创新零售已

从领军企业的试验项目变为 18 万

海内外品牌共同加入的创新浪潮。

许多公司 CEO 亲自挂帅新零售部

门，让新零售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一把手工程。

张勇在总结新零售两年的发

展时指出，新零售最大的价值是超

越了商业层面，把创新求变和数字

化变成社会共识。 无论是中国还是

美国， 各界都在尝试新零售业态，

新零售也成为所有产业数字化的

代名词。

星巴克是世界第一大连锁咖

啡品牌， 自 2018 年 8 月和阿里就

新零售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后，已在

中国实现了诸多创新性的“第一

次”： 通过饿了么第一次推出外送

服务“专星送”，去年已覆盖 30 个

城市的 2000 家门店； 与盒马合作

的“外送星厨”让星巴克第一次将

咖啡从“隐形”厨房送到周边三公

里的粉丝手中； 第一次推出线上

新零售门店，并将会员体系与阿里

生态打通，使跨场景的精细化运营

成为现实。

星巴克国际及渠道发展集团

总裁 John Culver 将与阿里的合作

称为“在中国施展‘飞轮’战略的火

箭燃料”。 在 2018年 12 月 13日的

星巴克投资者日上， 他再次表示：

“通过与阿里巴巴的合作， 我们将

不断拓宽边界，将这些颠覆性创新

引入市场，增强星巴克在数字化上

的领导地位。 ”

越来越多的品牌商、零售商意

识到，阿里巴巴已形成一套赋能企

业数字化升级的商业操作系统，品

牌不仅能利用它探索新零售的增

量市场，更是在由内到外修炼数字

化内功。

“鞋王”百丽国际已打通线上

线下的货品、服务和会员，导购员

在与天猫合作后变身智能导购，利

用钉钉和手机淘宝， 仅用了 40 天

时间就新增了 168 万位线下粉丝。

在庞大的体量之上，百丽国际 2018

年在天猫的增长仍高达 50%左右。

去年“双 11”期间，该公司鞋、体、服

三项业务线上销售额突破 9.68 亿

元，12000家线下店参与其中，旗下

品牌在天猫时尚鞋靴行业销售前

十名中占据五席。

赋能品牌创新

各大品牌不仅能利用阿里巴巴的商业操作系统探索新零售的增量市场，更能通过它由内到外

修炼数字化内功。

＞＞＞

技术拓展商业边界

自阿里巴巴提出新零售战略

两年以来，新业态层出不穷，近八

成行业都进入新零售时代， 北京、

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纷纷打造

新零售之城，新零售成为城市经济

发展的新动能。 以天猫、淘宝为基

座，以普惠金融、云计算、智慧物流

为基础设施，以盒马鲜生为创新业

态、以天猫智慧门店为品牌数字化

抓手，商超、百货、家居、数码、本地

生活、社区小店等消费全场景得到

系统性的数字化赋能，可满足消费

结构性升级的需求。

其中，实践新零售的已经超越

零售行业。 2018年，包括农林牧副

渔、交通运输及仓储和邮政、计算

机、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教育、文化体育

和娱乐等 20 个大类行业在内，已

有 15 大类明确将新零售的理念引

入并运用到生产经营中。

2018年 4月，阿里宣布启动新

零售之城建设。 一个月内，一线、新

一线城市快速响应加入。 事实上，

早在 2018 年年初，广州市就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发展壮大大

数据、云计算、跨境电商、新零售等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上海

宣布开展“上海购物”八项工程建

设，头一项就是发展新零售、促进

新消费。 杭州市政府不久前刚刚发

布《关于推进新零售发展（2018-

2022）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将

推进实体商贸零售行业的新零售

转型，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成新零

售示范城市。

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国

际关系学院教授储殷撰文指出：

“新零售是一个城市给未来十年

的投资。 它不只是商贸业，更应

该是文化、商业、数字的绿色融

合”。

阿里巴巴集团 CEO 张勇强

调，要站在五年、十年后看今天，创

造新赛道获取扩大优势、自我超越

的可能性。 从电子商务、移动支付、

云计算到新零售，创新基因驱动了

阿里巴巴近 20 年来的发展， 也外

化成为阿里巴巴为社会创造的独

特价值。

引领社会创新

新零售是一个城市给未来十年的投资， 它不只是商贸业，更

应该是文化、商业、数字的绿色融合。

＞＞＞

本报记者 谢作钦

1 月 13 日， 湖南省建材流通

行业协会一届二次年会在长沙举

办，来自湖南省内知名品牌建材行

业精英汇聚，共议新年发展大计。

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姜明，第

十一届、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

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建筑材

料流通协会副会长、湖南省建材流

通行业协会会长、湖南万家丽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志明、中国

建筑材料流通协会会长秦占学、中

国商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魏稳虎

等嘉宾，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湖南

建材行业特别贡献奖获得者及

2018 年度建材家居行业最具影响

力人物等获奖对象颁奖。

秦占学在致词中说，过去这一

年， 中国建材家居市场瞬息万变。

作为房地产下游的家居行业，受房

地产市场以及整体市场的波动影

响， 部分建材家居行业陷入困局。

但在这一年里，我国家居业通过优

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

水平，通过不断改革与创新，迎接

新的挑战。湖南万家丽家居建材广

场不断创新经营模式、不断改变经

营理念、不断提升服务品质，勇立

潮头， 持续保持行业领头羊地位，

实现了连续 16 年保持全国单店销

量排名第一的商业传奇。

“家具建材市场竞争日趋激

烈，消费者对家具建材的要求也更

为严格，对家具建材行业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万家丽家居建材广场、

万家丽家居生活广场将会一直以

客户为中心， 高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把握机遇，把社会资源、政府资

源转化为企业资源”。黄志明表示，

未来三年内，万家丽集团将陆续对

“万家丽商圈”的品牌、服务、美陈、

文化、 交通动线进行 12 次提质升

级， 不断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需

求。

长沙市政协常委、万家丽集团

总经理黄晓丹向中国商报记者介

绍，2018 年万家丽集团取得了不

菲的成绩，在许多行业出现业绩严

重下滑的环境下，万家丽市场却一

路高歌、逆势上扬，各项经营收入

较上年度平均增长 35%以上。去年

万家丽家居生活广场盛大开业，万

家丽商圈形成。

此外，秦占学接受中国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万家丽模式”引领

了全国家居建材行业整体的提升、

提质和模式的转换，“万家丽模式”

被商务部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市场

以其新颖的思路、 独到的眼光，打

破常规经营模式，屡次创造业内奇

迹，堪称建材家居市场中的标杆企

业。“万家丽模式”被称为代表当前

最先进的家居建材业态，创造了持

续 16 年全国单店销量第一的销售

奇迹。 与此同时，黄志明以坚持打

造百年品牌的雄心，打造了全球最

大的千年作品建筑、 文化建筑，将

万家丽从单一品牌做成了万家丽

商圈，做成了“中国的万家丽”，把

商业建筑和商圈做成普惠百姓的

旅游胜地、购物天堂，缔造了城市

生活的新高度，成为集吃、喝、玩、

乐、 购于一体的文化和商业新地

标。

湖南万家丽商圈打造建材家居新业态

自阿里巴巴提出新零售战略两年以来，新业态层出不穷，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

纷纷打造新零售之城。 图为消费者在新零售业态盒马鲜生店内自助付款。

本报记者 贾欣然 /摄

山东省加快财政体制改革

1 月 15 日， 山东省政府新闻办

举行新闻发布会，山东省财政厅厅长

刘兴云出席并解读了山东省深化省

级预算管理改革和省以下财政体制

改革的有关情况。

据介绍，此次改革的创新举措主

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统筹区域发

展的财政调控机制更加完善，初步建

立起“先集中、后均衡”的财力调节模

式；二是支持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政策

更加完善，在税收分享、财政资金奖

补等方面进一步强化政策措施；三是

保障薄弱县加快发展的制度体系更

加完善，省级将加大对省财政直管县

的帮扶力度，提高重大民生政策补助

比例。

（杨士红 本报记者 王莉存）

合肥高新区再添特色城市阅读空间

1月 15日,记者从安徽合肥高新

区获悉， 位于该区内的旭辉湖山源

著、祥源城的两处城市阅读空间即将

对外开放。

据悉，此次阅读空间建设采用设

计、施工、运营一体化模式，区重点办

协同总包单位统筹规划、系统运作，

使设计理念与现场施工无缝衔接，最

大限度地简化程序、提高效率。 项目

设计别具匠心，考虑到园区内高新技

术企业数量较多，区重点办联合区社

会事业局，协同总包单位用心谋划，

将科技与人文因素融入项目设计及

施工细节，通过屋顶灯饰、流线设计

等多样方式营造科技动感的空间氛

围，彰显高新区“科技园区、创新高

地”的气质内涵。

（张婷 本报记者 刘群）

安宁建云南首家“乡愁图书馆”

1 月 8 日，云南省安宁市青龙街

道一家名为“乡愁图书馆”的图书馆

正式开馆。 这是当地继 2017 年“世

界读书日”建成云南首家乡愁书院之

后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建设的又一创

举。 据介绍，这家“乡愁图书馆”系云

南省首家乡愁图书馆。

漫步于乡愁图书馆， 老物件、柴

火灶、老窗花、老木门……这些老旧

物品散发出了浓浓的乡愁味道。为充

分发挥乡愁图书馆的辐射功能，青龙

街道将把乡愁图书馆与青龙街道文

化教育培训基地、 新时代传习所

和文明实践中心整合起来， 以乡

愁图书馆为主阵地，定期和不定期举

办读书会、“道德模范故事会” 等活

动，把其打造成当地文化建设的精神

高地。 （本报记者 吴铸城）

深圳加快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

1 月 14 日，由深商总会、深圳市

商业联合会主办， 首信集团总冠名

的第五届深商全球大会第五场论

坛“明日之星-高科技高成长论

坛” 举行。 码隆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EO 黄鼎隆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人

工智能的核心作用是提升产业效率，

一定要跟实体经济中的各个产业深

入结合。

黄鼎隆表示，在实体经济里，人

的眼睛做的事情可以通过 AI 去解

决， 工业领域质量的检查通过 AI 可

以发现质量问题，从而生产出高质量

的产品。 此外，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如果半导体时代是以硅谷为中

心的旧金山大湾区的话，那么在人工

智能时代，以深圳为中心的粤港澳大

湾区将是人工智能的大湾区。

（周舟 本报记者 刘健君）

湖南常德商会在西安成立

1 月 14 日， 湖南常德商会在西

安成立，陕西境商集团董事长刘科余

当选为首届会长，王俭平当选为名誉

会长兼秘书长。

湖南常德声名远播，城头山古城

遗址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发现

的距今约 8000 年前的水稻实物标

本， 将我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 2000

多年。 陕西是历史文化名城，底蕴深

厚、皇城盛世、千古流传。改革开放以

来，人才流动、商贸繁荣，陕湘两地

交往密切， 不少常德有识之士投

身西部大开发洪流， 在这片热土

上挥洒青春和汗水，艰苦创业，成就

了一番自己的事业。 刘科余表示，将

以文化为灵魂、以商会为平台、以诚

信为立业之本，依法办会、事业兴会，

为陕湘两地经济繁荣发展作出新贡

献。 （本报记者 肖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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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才能生效，款需打入公司指定的帐户，特此声明。

声明人：长沙市望城区德工豪爵木业

法人代表：李少银

2019

年

1

月

18

号

公告

邓兴旺（公民身份号码

500112198703027679

）：

你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通过网络竞价方式竞买的位于重庆市渝北区

双凤路

215

号

8

幢

1-1

号房屋为本人刘春梅（公民身份号码

5102181979

01180069

）向原产权人合法租赁的，本人与原产权人就该房屋的租赁相关

事宜已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的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

该《房屋租赁合同》将继续有效，出租方权利及义务将由你享有和承担。 另

外，该房屋租金自你取得该房屋产权之日起应向你进行支付。 鉴于本人无

你的租金收款银行帐户，本人作为该房屋承租人，现特通过公告形式通知

你：请你在本公告刊登后三个工作日内与本人联系 ，确认你取得前述房屋

产权证的具体时间并向本人提供你的租金收款银行帐户信息 （仅限于你

本人名下的银行帐户），以便于本人核算你的应得租金并按《租赁合同 》的

相关约定向你进行支付。 否则，本人有权暂缓向你支付租金并不承担任何

违约责任，且由此造成经济损失概由你自行承担。

本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 ：张华义 （本人代理律师 ）；联系电话 ：

15111978631

。

公告人：刘春梅

声明

本人韩凤奎自

2014

年

9

月

25

日起就已经不再是略

阳杨家坝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不再担任该公司法

定代表人，该公司任何对外文件不再由本人签署 ，相关责任不

再由本人担负， 且本人已以函件形式敦促该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等依法变更，望社会各界周知。

2019

年

1

月

18

日。

遗失声明

邓永刚遗失河南省交

通运输局核发的豫信

货

11118

船营运证 ，

证件编号豫

ST(2016)

00425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傅立维、焦丽娜遗失天津陆

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具购房发票八张，发票号：

0

1625322

、

01625323

、

01625

320

、

01625321

、

01675319

、

01675320

、

01675321

、

0167

5322

。 声明作废。

声明

本人韩凤奎自

2014

年

5

月

9

日起就已经不再是勉

县汉钢物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不再担任该公司法

定代表人，该公司任何对外文件不再由本人签署 ，相关责任不

再由本人担负， 且本人已以函件形式敦促该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等依法变更，望社会各界周知。

2019

年

1

月

18

日。

北京瑞平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相关单位委托，我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上午

10:00

在北京市顺义区府

前街

56

号院东港鑫座

214

会议室对报废

CT

断层扫描机一台、 报废数字化

X

线

诊断系统一台及废旧物资一批进行网络公开拍卖。

请有意竞买者持具有医疗回收资质的法人单位及汇款证明于

2019

年

1

月

28

日下午

14:00

前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特别说明： 本场拍卖标的中报废

CT

断层扫描机一台配件不全、 需要自行拆

除 ，报废数字化

X

线诊断系统一台配件不全、已经拆散。

预展时间：

2019

年

1

月

24

日

-1

月

25

日（电话预约统一预展）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人： 赵先生 联系电话：

13811379776���010-65526123

遗失

声明

三河市时尚新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108269

58525321

，不慎将营业执照副本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召回公告

皇封村人参酒召回 ，经自查我公司生产的人参酒系列产品 ，发现

标签有部分瑕疵 （漏项 ）等问题 （配料表 ：未标注五年生或四年生以下

人工种植人参，未标注孕妇、哺乳期妇女及

14

周岁以下儿童不宜饮用

及人参食用量

≤3g/

天）目前未对消费者造成不良后果 ，我司自愿对生

产批号（

2018

年

1

月份之前所有产品进行召回 ）请广大消费者和经销

商联系本公司进行替换，公司对消费者负责（所有产品无质量问题 ，召

回对产品标签采取补救措施） 联系人：杨丽丽

0439-3246666�

地址：吉

林省白山市长白山大街

1

号

白山市御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15

日

公 告

黄国华 、赖彩萍：

2018

年

8

月

18

日 ，债权转让人刘宗庆将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

院 （

2015

）西民 （商 ）初字第

35833

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由刘宗庆享

有的全部债权 ，转让给债权受让人刘小明 ，刘小明已经取得了上述

判决所确定的全部债权 ，现向你通告上述债权转让事项 ，自上述债

权转让之日起，由您向债权受让人刘小明履行全部债务 。 特此公告 ！

债权转让人 ：刘宗庆

债权受让人 ：刘小明

2019

年

1

月

16

日

北京点多才律师事务所真诚为广大客户提供法律服务

北京点多才律师事务所由法律专家 、学者 、律师组

成， 以高水准的法律服务为广大客户提供各种案件代

理。 本所代理各类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非诉业务及

担任企业法律顾问。咨询电话：

15510381999,15901188

992

，微信号码为

:15510381999

，联系人

:

汪博士 、郭律

师，

QQ

：

742738714

和

1705003384,

邮箱

:ZC70788@1

63.com�

，欢迎广大客户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