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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孕育新经济新时代孕育新经济，，新时代呼唤企业家创新精神新时代呼唤企业家创新精神。。由成都商报主办的由成都商报主办的““新经济新经济、、新动能新动能————20172017四川十大创新企业家四川十大创新企业家””年度人物评选活动日前已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日前已落
下帷幕下帷幕，，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世如等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世如等1010位优秀企业家荣获位优秀企业家荣获““十大创新企业家十大创新企业家””称号称号。。

本次活动共有超过本次活动共有超过400400位企业家获得提名位企业家获得提名，，2525位进入大众票选环节位进入大众票选环节。。经过广大网民踊跃投票经过广大网民踊跃投票，，这这2525位企业家总共赢得位企业家总共赢得10871087..77万票万票，，最终经过专家最终经过专家
评审团复评评审团复评，，曹世如曹世如、、唐立新唐立新、、韩琛韩琛、、罗永浩罗永浩、、谢勤谢勤、、谢绍宁谢绍宁、、谢毅谢毅、、占梦来占梦来、、张庆张庆、、周宇翔等周宇翔等1010名优秀企业家脱颖而出名优秀企业家脱颖而出，，成为成为““20172017四川十大创新企业家四川十大创新企业家”。”。

从大数据到云计算从大数据到云计算，，从无人机到太阳能从无人机到太阳能，，从智慧物流到互联网从智慧物流到互联网，，获此殊荣的企业家们获此殊荣的企业家们，，有传统行业的领军人物有传统行业的领军人物，，也有新兴领域的青年才俊也有新兴领域的青年才俊。。他们每他们每
一位都是四川企业家的创新典范一位都是四川企业家的创新典范，，更为四川新经济注入了新活力更为四川新经济注入了新活力、、新动能新动能，，有望成为引领和实现四川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有望成为引领和实现四川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从今日起从今日起，，成都商报将陆续刊登对成都商报将陆续刊登对““20172017四川十大创新企业家四川十大创新企业家””的专访的专访。。通过与他们的交流通过与他们的交流，，能让我们从字里行间领略到各位优秀企业家对新经济能让我们从字里行间领略到各位优秀企业家对新经济
的充分认识的充分认识，，深切感受到他们在新时代对创新的渴望与执着追求深切感受到他们在新时代对创新的渴望与执着追求。。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新经济时代 只有不断创新
才能适应并满足消费者需求

拥抱“新经济”
激发“新动能”创造“新机遇”

新经济、新动能——2017四川十大创新企业家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董事长、、总经理曹世如作为公司总舵手总经理曹世如作为公司总舵手，，获评获评““新经济新经济、、新动能新动能
————20172017四川十大创新企业家四川十大创新企业家”。”。她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的专访中表示她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的专访中表示，，去年以来去年以来，，公司在提升门店形象公司在提升门店形象、、
优化商品结构优化商品结构、、加速提档升级加速提档升级、、坚持技术创新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坚持技术创新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20172017年红旗连锁在四川省已开设近年红旗连锁在四川省已开设近28002800家直营连锁超市家直营连锁超市，，提供提供7070多项便民增值服务多项便民增值服务。。其自建了综合营其自建了综合营
销平台销平台、、红旗红旗WIFIWIFI、、红旗红旗APPAPP、、红旗红旗““微商城微商城”、”、红旗云大数据平台红旗云大数据平台，，给广大市民带来了便捷的服务体验给广大市民带来了便捷的服务体验。。公司已上公司已上
线自助收银系统和自助售货机线自助收银系统和自助售货机，，还储备大量无人零售技术还储备大量无人零售技术，，随时能够实现无人超市随时能够实现无人超市。。20182018年初年初，，在与永辉超在与永辉超
市市、、中民未来战略合作后中民未来战略合作后，，升级型门店已经落地成都升级型门店已经落地成都。。下一步下一步，，红旗连锁将致力于打造红旗连锁将致力于打造““商品商品++生鲜生鲜++服务服务””的社的社
区生活店新业态区生活店新业态，，还将加强信息平台的智能化建设还将加强信息平台的智能化建设，，打造自助购物模式打造自助购物模式。。

红旗连锁创建于 2000 年，
2010年整体变更为成都红旗连锁
股份有限公司。近20年来，红旗连
锁始终是成都人生活的“好邻居”，
为成都建设生活性服务业，和谐宜
居生活城市不断提升自我。成都红
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总经理曹世如曾获全国三八
红旗手，四川省及成都市优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等荣誉，
被成都人亲切地称为“曹孃孃”。

2017年被誉为新零售元年，业
内普遍认为，2018年将会是新零售

爆发，群雄逐鹿的一年。作为红旗连
锁掌门人的曹世如如何看待？

曹世如表示，“不管什么形式
的零售，其本质是不断创新并适应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她看来，零
售的本质是流通，是买卖，其根本
是满足消费者需求。无论是新零
售，智慧零售还是无界零售，它们
强调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现代物流等，都是满足消费者需求
的技术手段，必然要以消费者的需
求为导向，不断创新不断进步，以
适应日新月异的变化。

红旗连锁当然不会落后于
人。2017年6月，红旗云大数据平
台启动，已实现数据分析可视化、
移动化、动态智能化，满足灵活多
变的数据分析需求，不仅有助于
公司的精细化管理，还能为供应
商等合作伙伴提供数据服务，为
消费者实现个性化服务和精准营
销。“红旗云大数据平台已稳定，
今后红旗连锁的其他组织结构和
模式创新都会围绕大数据平台，
大数据应用将深入到企业运营的
方方面面。”

在各个新零售业态中，无人
零售是最炙手可热的风口。与传
统零售相区别，无人零售的典型
特点是通过自动服务或自主结
算，减少零售对人的依赖，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消费者的时间成
本，提升购物体验。

2017年造物节，阿里推出的
“淘咖啡”引爆无人零售的概念。
随后无人零售受到资本的争相

追捧，凭借大数据与新技术的运
用被誉为一种新商业模式。无人
便利店、无人货架等无人零售业
态在过去一年内经历了初步萌
芽、疯狂生长和遍地开花。

在曹世如看来，“只要红旗
愿意，很容易实现无人超市，但
考虑到现金的使用，暂不考虑。”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目前红旗
连锁已完成自助收银系统和自

助售货机的上线，在 24 小时便
民服务方面迈出步伐，2018年将
继续扩大投放；人脸识别、行为
分析、掌纹支付等各种智能技术
应用，都已开发完毕即将上线；
红旗连锁还开发储备了 FRID
无人零售射频电子标签等现行
无人超市技术；下一步，红旗连
锁将开发声纹识别等其他各类
生物检测技术。

2018年2月10日，永辉入股
红旗连锁成为第二大股东后携手
打造的升级型门店——红旗连锁
海昌路分场、华润路分场亮相成
都。2018年红旗连锁将陆续开出
300 家类似门店，其他门店都会
不同程度加强生鲜。

成都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这两家门店经营面积均为400平
米左右，为减少顾客结账时间，升
级型门店配备自助收银机，支持
支付宝、微信等十多种移动支付
方式；在生鲜区配备了自助磅秤

机，并使用最新的电子价签，形成
“商品+生鲜+服务”的社区生活
店新业态。

除日常商品售卖、完善的便
民服务项目、硬件设施提档升级
外，升级型门店的最大亮点是依
托永辉的供应链优势，蔬果海鲜
等生鲜产品的经营面积占了近一
半，基本囊括居民家庭一日三餐
生活所需，顾客可以在门店一站
式购物。

曹世如表示，合作后红旗连
锁可借助永辉超市在生鲜领域的

优势，永辉超市在全国拥有大量
的农产品供应基地，减去中间环
节，保证质量的同时降低了成本，
最终实现生鲜产品真正意义上的

“便宜有好货”。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入股红

旗连锁是永辉对四川大区本土便
利超市业态龙头的整合，弥补自
身在当地小型门店的短板，优化
四川地位，同时发挥自身平台资
源整合优势，进一步赋能双方，提
高运营效率。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吴丹若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国际分公司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国际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邮四川国际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邮四川国际分公司））在推动四川在推动四川
省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的道路上省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的道路上，，已建成已建成““一园区一园区，，两口岸两口岸”，”，打造了打造了““川货天下行川货天下行””跨境电商平台跨境电商平台，，助力上千川企助力上千川企
走出去走出去，，点亮四川新名片点亮四川新名片。。韩琛作为中邮四川国际分公司总经理韩琛作为中邮四川国际分公司总经理、、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在公司发展的道路上发挥了不在公司发展的道路上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可替代的作用。。获评获评““新经济新经济、、新动能新动能————20172017四川十大创新企业家四川十大创新企业家””的韩琛在的韩琛在22月月2121日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日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访时表示，，在新经济成长发展之际在新经济成长发展之际，，公司将拥抱公司将拥抱““新经济新经济”、”、激发激发““新动能新动能”、”、创造创造““新机遇新机遇”。”。

韩琛表示韩琛表示，，未来未来33年公司将依托年公司将依托““川货天下行川货天下行””FF22BB供应链管理能力供应链管理能力，，协助不低于协助不低于11万家传统外贸企业及内万家传统外贸企业及内
贸电商企业转型为跨境电商企业贸电商企业转型为跨境电商企业。。随着孵化实训项目的实施随着孵化实训项目的实施，，将实现跨境电商年外贸交易额不低于将实现跨境电商年外贸交易额不低于88亿美元亿美元，，
并按年并按年5050%%的增长速度递增的增长速度递增，，届时年国际出口物流量将突破届时年国际出口物流量将突破100100万吨万吨。。

社会逐渐迈入“智能+”时代，
人工智能不只是流行一时的商业
模式，更拥有着鲜活的生命力。随
着智能经济的发展，记者了解到，
中邮四川国际分公司在大数据和
高科技应用方面着力颇多，2017
年 12 月 18 日中邮四川国际分公
司在双流产业园投入使用 AGV
搬运机器人。

据了解，AGV 搬运机器人是
市面上较为先进的仓储传输设
备，能根据现场入仓、拣货、分拨
等流程及仓管系统定制开发控制
系统和调度系统，自主完成货物
入仓、进库、出仓、分堆的整体传
输过程，提高物流效率、准确率的
同时降低了人工成本。

根据实测，同等场地规模和

分拣货量的前提下，每台AGV搬
运机器人每个场地可节省 18 人
力，1000件商品的拣选，AGV机器
人拣选可减少人工 50%~70%，小
件商品拣选效率超过3倍人工拣
选，拣选准确率可达99.99%以上，
对比传统分拣能力，AGV机器人
的效率最高可达到传统效率的 4
倍多。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韩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邮
四川国际分公司响应“一带一路”号
召，充分利用自身口岸优势，全力推
动四川省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

据悉，中国邮政跨境电子商务
（四川·双流）产业园（以下简称产
业园）于2016年7月正式成立，园
区坐落于成都市双流区新地物流2
号库，占地面积7400余平方米。产
业园以“仓储+物流”为一体的服务
模式，主要为四川本土电商和制造
企业提供“一条龙”商业服务。

“一园区，两口岸”跨境电商服

务模式是将成都国际邮件互换局、
成都双流国际快件中心的资源和
优势有机结合，以中国邮政跨境电
商产业园为载体，整合跨境电商上
下游产业链，形成集海关监管、平
台指导、货源分销、仓储物流、人才
培训、服务外包、创业孵化为一体
的跨境电商生态链式的产业园区。

韩琛告诉记者，在提高公司
物流效率、效益的基础上，以物流
节点为基础，推动集货源组织平
台、人才孵化平台、供应链金融平
台的跨境电商产业链发展，并在

此基础上搭建跨境电商进出口平
台，对四川省相关产业发挥辐射
作用，推动四川省跨境电商行业
的发展和升级。

同时，中邮四川国际分公司
利用跨境电子商务培育新型卖
家、推动部分传统贸易商家转型，
在结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实体经济上着力，推动互联网
与速递物流、跨境电商行业深度
融合，对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加快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意
义重大。

面对跨境电商发展的新机遇
期，韩琛从未停止脚步，带领中邮四
川国际分公司打造“川货天下行”邮
政产业园跨境进出口平台，平台以
实现四川产业聚集，并推动传统产
业的发展与转型为目标。同时，将利
用大数据等新兴工具实现跨境优
势产品整合、定向卖家转化、跨境物
流支撑、跨境供应链金融四大板块
构建模式，实现跨境产业生态圈。

“跨境出口平台将充分整合四川
特色农产品、本土制造产品，实现川
货出川、川货出国，拉动四川经济发

展的同时增加川货知名度，点亮四川
新名片。”韩琛表示，“跨境电商出口
平台将通过信息化+实体培训相结合
模式持续输送高素质跨境电商人才，
孵化创业大学生助推自主创业。”

据了解，跨境电商进口平台
通过“互联网+”，建立境外采购
APP“拼洋货”平台，利用邮政自营
网点和网络布局优势搭建 200 家
邮政自营门店体验店，覆盖三、四
级城市区域，扩大口岸功能，实现
与农村电商有机结合，让更多人
通过网络买到更好的产品。

韩琛表示，公司预计未来三
年内将在全川范围内30个大学跨
境电商实训基地，培训人数不低
于30万人次，重点孵化大学创业
卖家1000家。同时将依托“川货天
下行”F2B供应链管理能力，协助
不低于1万家传统外贸企业及内
贸电商企业转型为跨境电商企
业。随着孵化实训项目的实施，将
实现跨境电商年外贸交易额不低
于8亿美元，并按年50%的增长速
度递增，届时年国际出口物流量
将突破100万吨。

拥抱智慧零售
零售的本质是满足消费者需求

坚持技术创新
储备多项技术足以实现无人零售

携手永辉加码生鲜
打造便利店新模式

建平台
打造“一园区，两口岸”助推四川跨境产业经济

社会效益
打造“川货天下行”跨境电商平台 助推川企走出去

智能化
打造智能仓储 投入使用AGV搬运机器人

韩琛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曹世如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分公司国际分公司总经理、党支部书记韩琛

获奖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