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拥抱数智时代
联想如何讲好转型故事

在互联网进入下半场，流量红利
逐步消失的背景下，35 岁的联想集团
不再止步于 PC，踏上了转型之路。 从
步步为营的“三波战略”，到聚焦智能
化的“3S 战略”，再到提出新的品牌愿
景，联想将如何拥抱数据智能时代，讲
好自己的转型故事？

力争到 2022年
有效遏制侵权现象

加大侵权假冒行为惩戒力度、建
设侵权假冒线索智能检测系统、 提高
维权效率……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
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对我国
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出全面部
署， 明确要不断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 促进保护能力和水平整体提
升。

加多宝与中粮包装和解
共推上市进程

历时一年多， 中粮包装控股有限
公司和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终
于握手言和， 加多宝最终接受了赔偿
中粮包装 2.3 亿元并支付利息 773 万
元的裁决。加多宝发布公告表示，此次
仲裁结果不会影响二者的良好合
作关系，双方将继续合作共同推动加
多宝成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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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键下单购买各种物品，农产品“入网”销往千家万户，农民变身电商达人，直播博主推销自产网红产品……新一代农民紧跟时代步伐的创业故事正
持续释放出创新活力。 图为甘肃陇南一家农村电商正在打包当地的农产品，今年“双 11”期间，该电商发货 53410件，其中最畅销的产品是当地的手工挂
面和土蜂蜜。 本报记者 李虎 /摄

唯品会更换快递企业 试图降低物流成本

生存空间缩减 中小快递面临生死考

负面清单再变短
制度体系更健全

05 农村电商激发创新活力

本报记者 蒋永霞 张涛

11 月 25 日， 唯品会宣布与顺丰达成
业务合作。即日起，唯品会将终止旗下自营
快递品骏的快递业务， 并委托顺丰提供配
送服务。 在唯品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沈
亚看来，这一业务合作可以提高物流效率，
降低履约费用，保障“最后一公里”配送服
务， 持续提升用户的消费体验。 而顺丰的

“上位”，不仅仅是一个电商平台的选择，更
是市场的选择。

业务发展需要
据了解，品骏快递是唯品会于 2013 年

自建的物流体系， 主要承担唯品会的日常
订单配送。 当初唯品会自建物流的初衷是
确保物流配送的品质和时效， 带给用户更
好的购物体验。 但随着唯品会用户规模的
不断扩大和订单量的快速增长， 品骏快递
的运力水平已经无法满足唯品会的需求。

根据唯品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唯
品会注册用户规模已达 3.4 亿， 日均订单
量达百万级， 对快递业务与配送服务水平
提出了更高的运力要求。同时，受限于单平
台规模效应， 唯品会单件物流成本高于快
递行业平均水平。因此，唯品会从今年年初
开始尝试使用社会化物流承接部分快递业
务（JITX），有效补充运力，提升了用户“最
后一公里”服务体验，并有效控制了成本。

在唯品会“特卖”的战略导向下，物流
对特卖来说已不再是核心， 货品和供应链
才是。据了解，品骏快递一单的价格成本为
十几元， 而顺丰一单的成本价格只有四五
元，唯品会对内付款的价格成本更大，根本

不具备价格优势。
唯品会表示，“最后一公里”是消费者网

购体验的关键环节， 唯品会对物流合作商
有明确的服务质量要求，设置了配送时限、
妥投率、投诉率等多项指标进行考核，以充
分保障用户的优质消费体验。 此次正式合
作达成前，顺丰已以唯品会 JITX 业务第三
方物流供应商的角色承接唯品会部分物流
配送和退换货快递业务， 目前已基本实现
内部库存管理系统与顺丰快递链路路径的
打通。据悉，自 11月下旬开始，品骏快递将
不再经营唯品会电商包裹的快递业务，后
续将委托顺丰公司提供包裹配送服务。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品骏快递资产“包
袱”的不断增加，履单成本一直较高，对快
递业务“做减法”乃至剥离，令其不再拖累
财报是大势所趋。

品骏快递何去何从
对于品骏快递接下来的业务安排，唯

品会并没有披露。那么，品骏快递的市场又
在哪里？

据悉， 品骏快递主营业务包括快递业
务、仓配一体化、干线业务、航空业务等，经
营模式为全直营， 目前有直营标准化站点
3900 个， 快递员工总人数超过 31000 人，
在华南、华北、西南、华中、华东、东北地区
设立六大物流仓储中心， 总面积超过 290
万平方米。并设立了 9 个海外仓，合计仓储
面积 59000平方米。目前，品骏快递已开放
了第三方物流服务。

尽管这几年品骏快递一直在发展壮
大，但与顺丰相比，品骏快递的优势的确不
太明显。 顺丰是国内领先的快递物流综合

服务商，经过多年发展，已初步建立为客户
提供一体化综合物流解决方案的能力。 截
至 2018 年年底，顺丰控股业务已覆盖全国
336 个地级市、2775 个县区级城市的近
1.56 万个自营网点，以及 0.26 万个顺心快
运的加盟网点。 在国际业务方面， 国际标
快/国际特惠业务已覆盖美国、 俄罗斯、加
拿大等 54个国家和地区。

据悉， 终止品骏快递的服务并接入顺
丰之后， 唯品会将实现社会化物流业务的
全面切换， 这使得唯品会单件物流成本有
望继续降低。

中小快递面临挑战
从唯品会做出的选择， 以及品骏快递

的前途未卜， 也可以看出快递行业的一个
趋势———随着大型综合快递企业的快速发
展，中小快递企业已越落越远。

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快递企业向综
合物流商转型是大势所趋，只有做大做强，
物流成本才能降低，物流效率才会提升。随
着处于第一梯队的快递企业的上市， 以及
业务的快速拓展，它们的竞争力越来越强。
相反，第二与第三梯队的快递企业，由于错
过了做大做强的黄金期， 又无法静下心来
做专做细，最终只能在夹缝中生存。今年以
来， 很多第二梯队的快递企业面临生死大
考，比如如风达、国通等快递企业。

可以预见的是，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
境下， 过去一两年没有找到靠山的二三线
快递企业的生存将会越发艰难。“建议尽可
能做减法，回到自己所在的区域，在当地做
落地配、同城、当地行业服务或许还有一定
竞争空间。 ”快递专家赵小敏说。

胡建兵

日前，《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 年
版）》（以下简称新清单）公布。 新清单共列
入事项 131 项， 相比旧版减少了事项 20
项，缩减比例为 13%。 它既丰富了内容、健
全了体系， 又增强了清单的科学性和规范
性， 以清单为主要形式的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制度体系正在不断健全。

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使经营者
明确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使负面清单以
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
依法平等进入， 从而减少经营者的投资风
险。不仅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实现规
则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还有利于政
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动相关审批体制、
投资体制、监管机制、社会信用体系和激励
惩戒机制的改革。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属于经济规制
的内容。新清单将大量社会规制、国家安全
规制等其他目标的规制移出清单， 精准了
清单适用范围， 确保了清单的稳定性与连
续性。只做减法不做加法，说明我国的市场
投资政策相对稳定， 对已经清出清单的不
再列入清单，而对一些原本在清单内的，经
过认真评估后，“不合时宜的”排除出清单，
进一步缩减清单事项，优化清单结构，推动
市场准入不断放宽， 增强清单事项的科学
性、规范性和权威性。 如新清单将“养老机
构设立许可”“社会福利机构设置许可”等
措施放开， 在放宽市场准入的同时降低准
入门槛，将有效激发市场活力。

负面清单再变短， 一方面做到入单有
据， 所有列入负面清单的都必须是国内法
律和部门规章法规等已明确限制的行业，
做到有法有规可依；另一方面，对一些新兴
行业，在设定一定的期限后，对投资者进一
步开放， 不再由于过度保护而给相关上下
游行业和消费者带来不利影响。此外，对于
一些通过一定时期内的投资限制而得到了
保护和发展的行业， 在行业发展水平提高
之后，开放对外资的相应限制措施。这既反
映出我国投资管理政策的前瞻性与科学
性， 又展示了我国较高的开放水平与改革
意识，有利于投资者充分利用相关资源，加
快改革创新和转型升级步伐。

当然，要让清单发挥最大的功效，有关
部门必须加强监管， 防止一些地方在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之外， 对经营企业设置不合
理或歧视性的准入条件。 也需进一步明确
审批条件和流程， 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
仁，减少自由裁量权。 在市场准入、审批许
可、投资经营等方面，打破各种形式的不合
理限制和隐性壁垒，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
预期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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