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壳武汉中商上市

居然之家迈向大消费

近日， 武汉中商发布重组预案，

公告称公司拟以 6.18 元/股发行

60.36 亿股收购居然新零售 100%股

权。 交易完成后，居然新零售将成为

武汉中商的全资子公司。 那么，武汉

中商此举意欲何为？ 扩张家居卖场、

向大消费转型的居然之家未来又将

怎样发展？

步步高逆势进攻

加快数字化步伐

近期，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

公司、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战

略合作关系，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而协议中的一项内容正是并

购重组。有了湖南资管这样一位合作

伙伴，步步高的发展提速无疑将更有

底气。

迎政策利好

商业连锁板块面临哪些机会

“今后消费仍然是经济驱动的动

力”“预计今年消费将保持平稳较快

的增长”，近日，商务部在新闻发布会

上对消费市场作出了一些判断。商务

部表示，今年整体上面临较好的政策

环境，促消费政策将密集发布。 在这

样的背景下，商业连锁板块将面临怎

样的机会？

App 安全问题凸显

谁来保护用户隐私

近日， 京东金融 App 被网友控

诉，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该 App

会获取用户的截图及照片，消息迅速

扩散引发用户担忧。随后京东金融出

面澄清，并立即下线了该功能。 京东

金融的事情虽告一段落，不过由此引

发的用户隐私保护问题进一步凸显，

亟待从监管层面加强监管。

刘天放

近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被称为“职教二十条”，可

谓是职业教育领域的又一“硬核”文件。

值得关注的是， 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绕

不开职业院校的教师队伍建设。 在师资

队伍建设标准方面， 方案提出要多措并

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此举正是按

照职业院校特点而出台的补短板良策，

可以预见， 未来职业院校的教师队伍招

聘、聘用、培养等也将迎来新的调整。

所谓“双师型”教师，是指同时具备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的教师， 目前

有的学者又将其概括为两种情况： 一是

“双职称型”，即“双师型”教师在获得教

师系列职称外还需要取得另一职称；二

是“双素质型”，即教师既要具备理论教

学的素质，也应具备实践教学的素质。总

之，必须理论与实践能力兼备。

我国职业教育起步较晚但发展很

快，目前“双师型”教师相对仍比较缺乏。

职业院校教师基本上来自于研究型院

校， 相较于理论水平而言实践能力有所

欠缺，存在“黑板上开机器、PPT 上讲工

艺”的尴尬，而能工巧匠又怎能简单依靠

黑板或 PPT 从职业院校培养出来呢？ 可

见，要求职业院校拥有更多“双师型”教

师已迫在眉睫。

方案提出，从今年起，职业院校、应

用型本科高校相关专业教师原则上从具

有 3 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

上学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 特殊高技能

人才（含具有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人员）

可适当放宽学历要求。 2020 年起，基本

不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聘。 到 2022 年，

“双师型”教师（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实

践教学能力的教师） 占专业课教师总数

超过一半。

教育部表示， 接下来将聚焦“1+X”

证书制度开展教师全员培训， 培育一批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教师。 与培训相

比， 直接拥有实践经验或许是解决当前

职业院校教师多理论型而缺实践型困局

的更有效办法。

可见， 方案对职业教师队伍建设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仅符合职业教育发

展的客观规律， 同时对建设一支政治素

质好、业务水平高、实践能力强的“双师

型”教师队伍来说也更为重要。从学历向

实践经历倾斜，也不能就理解为是“轻学

历、重实践”，而是从职业教育特点出发，

针对职业院校存在的教师实践能力欠缺

而采取的对策。 这也不是只招聘有实践

经历的教师那么简单，即使是入职后，职

业院校还要经常给教师提供培训的机

会。 对此，校企共建共育是关键，而如何

以市场机制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给参

与共建的企业更多实惠， 是接下来需要

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职业教育不能“纸上谈兵”，职业院

校技能教学水平要随着需求的提高而不

断完善。由此，方案的落实将不仅有利于

职业院校自身的发展， 而且对我国职业

教育也将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快速的技术升级并不

代表品牌就能同步提升，在

高端市场中，国际厂商的地

位还难以超越。有业内分析

认为， 手机市场发展到现

在，位居前列的品牌形象相

对固化，新品牌的出现有助

于刺激市场，也利于厂商挖

掘新的增长点。 但国产手

机以“子品牌”突围能否在

市场中稳住阵脚还有待时

间的检验，与之相伴的高端

化进程更不会一蹴而就，需

要从技术迭代到品牌建设

的全面突破。

� � �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提出，建立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工作责任制，地方各级党

委和政府对本地区食品安全工作负总责，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食品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主要包括如建立健全党委常委会委员食

品安全相关工作责任清单，并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等。 CNSPHOTO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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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产手机子品牌“遍地开花”

“品牌战”硝烟四起 高端之路进阶难

“按套内面积交易”刷屏 公摊“猫腻”需防范

近日，住建部发布了《关于<城乡给水工程项目规范>等 38 项住房和城

乡建设领域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住宅项目规

范（征求意见稿）》也在其中，该征求意见稿指出“住宅建筑应以套内使用面

积进行交易”。一时间，“按套内面积交易”刷屏。有不少声音认为，经常引发

购房者吐槽的公摊面积将会消失。 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 （详见 3 版）

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跑出加速度

1 月 29 日，首家全新品牌加油站亮相山东，英国石油未来 5 年在中国新

增 1000 家加油站的计划启动……今年以来，一个个规划落地，一项项举措推

进，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跑出加速度。 业内人士表示，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将不

仅为我国自身改革发展注入新活力、拓展新空间，也将为全球经济繁荣和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中国力量。 （详见 4 版）

本报记者 吕 途

从小米子品牌红米的独立，到 vivo 子

品牌 iQOO 的“官宣”，再到联想子品牌乐

檬的疑似复活……国产手机细分市场进

一步升级。 在这背后，高端市场的争夺战

拉开序幕，小米在通过“剥离”红米改变性

价比高的印象，vivo 也欲借 iQOO 试水高

价机型。 但在 5G 抢先、 技术跟进的状态

下，国产手机高端之路并不容易。

“品牌战”起硝烟

事实上，国产手机的子品牌分化早已

开始，2012 年中兴率先打出了努比亚这张

“牌”，随后华为荣耀、酷派大神等一众手

机子品牌陆续面世。 如今看来，这些品牌

及其子品牌的光景不尽相同。

其中，华为与荣耀的“齐头并进”在国

产手机圈中已站稳了脚跟。 在华为推出荣

耀之初，双品牌便区隔开来，从运作团队

到目标市场均不尽相同，荣耀也成为其对

抗其他手机品牌的主要“狙击手”。

根据市场调研公司 Gartner 数据显示，

华为（包含荣耀）2018 年的全球出货量大

增 35%，销量超过 2 亿部，且全年的高速

增长也使其缩小了与苹果的差距。 这其

中，子品牌荣耀的表现不容忽视，去年上

半年荣耀在国内市场上的表现极佳，为华

为手机贡献了 55%的出货量。

在新的市场需求与华为“双品牌”的

成功经验下，子品牌的遍地开花成了手机

厂商寻求突破的新着力点。 在国际市场的

扩张过程中，印度市场可以说是发展空间

巨大。 针对这片“沃土”，OPPO 于去年上半

年推出新品牌 Realme， 主打性价比路线。

据悉，在去年第四季度 Realme 的出货量已

经在印度市场排在第四位。 Realme 的出现

不仅创造了新的增长，其也被看作为 OP－

PO 在印度市场与小米竞争的“武器”。

除了国际市场的抢夺外，高端市场的

进军也是国产手机共同努力的方向。 以高

性价比起家并闻名的小米就在前不久独立

了红米系列，并称红米独立运营后将专注

电商市场，致力于打造极致性价比的手机。

在业界看来，这是小米摆脱低端形象之举。

一方面，红米的独立可以更加专注于高性

价比产品，保证出货量；另一方面，小米剥

离低端机后，利于冲击高端市场以提高利

润率。

此外，vivo 的全新子品牌 iQOO 也即

将发布。 与大多是母品牌定位较高的情况

不同， 外界消息称 iQOO 品牌将定位高端

市场，产品定价或超过 5000 元。 事实上，

vivo 自去年开始便推出了全新的高端产品

线 NEX 系列， 搭载多项行业领先的技术，

且目前已更新至第二代。

有业内分析认为，手机市场发展到现

在，位居前列的品牌形象相对固化，新品牌

的出现有助于刺激市场。 且面对宽泛的细

分市场需求，子品牌在分散风险的同时还

可有效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从而利

于厂商挖掘新的增长点。

高端之路进阶难

越来越多的子品牌涌现能否在市场中

稳住阵脚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但高端之路

的进阶则更是不易。在去年的手机潮流中，

“全面屏”“水滴屏”“滑盖屏”等机型花样迭

出，尽管叫法各异，但本质上都是边框的缩

窄与屏占比的提高， 产品本身难有颠覆之

作。

通信行业观察人士项立刚对中国商报

记者表示，由最初的“山寨”低端形象示人，

到如今的“百花齐放”， 不可否认国产手

机在变革之中已逐渐强大。 但还应该

看到， 绝大多数国产手机品牌目前还

以中低端手机销售为主， 高端机尚未

形成气候。 以 OPPO、vivo 为例，其高端旗

舰机的发布预期销量也仅在几十万台至百

万台之间。

以近期红米独立后小米首次的发布会

来看，其创始人雷军就在“上场”前决定了

依旧以保守报价示人。有消息称，最新发布

的小米 9原计划定价 3299元起，而最后一

刻才被“拍板”改为 2999元起，这也被看作

为“保销量”之举。 不过，雷军表示，这可能

是今后小米旗舰机最后一次低于 3000 元

大关，其将不再局限于中低端市场。

此外， 技术提升的速度并不代表品牌

提升的脚步，在高端市场中，国际厂商的地

位还难以逾越。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Coun－

terpoint 发布的 2018 年三季度市场报告显

示， 苹果公司占据全球高端智能手机市场

47%的份额； 其次是三星市场， 份额为

22%；华为位列第三，但市场份额则下降至

12%。

一位不愿具名的从业者对记者称，国

产手机品牌的高端化进程不能一蹴而就，

可以看到如今从技术迭代到品牌建设，几

大头部厂商都已跟上发展的步伐。 在未来

的发展中，5G 的机遇是一个突破点， 同时

上游核心零部件与生态系统的钻研也将是

完善自身实力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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