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饭开发票更方便了
“蓉票儿”电子发票
管理平台上线

4月10日，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
务局联合高灯科技共同推出的“蓉票
儿”电子发票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蓉票儿”支持“一码三票”，一个
开票码可开具电子发票、纸质专票、纸
质普票三种发票，支持移动端开票，小
程序端、PC端都可以设置开票项目、
审核开票记录，打破了普通电子发票
产品只能PC端审核的局限。此外，在

“蓉票儿”中，同一品牌多家门店还可
以共用一个税盘。“蓉票儿”还率先实
现了7天内补开发票功能。消费者只需
在微信上打开“蓉票儿”小程序，按步
骤依次输入抬头、选择开票时间、输入
手机号、上传消费小票图片，便可自助
补开发票。此后，“蓉票儿”还将启动支
持在线上办理自然人代开功能。

成都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何波涛说：“‘蓉票儿’作为集电子发票
开具、信息归集、发票验真、入账报销
及自然人发票代开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综合性发票管理服务平台，有效解决
了传统税控电子发票存在的额外隐形
成本、重复报销风险、信息归集不易等
弊端，具有‘省时、省事、省心’等显著
特点。”他表示，“蓉票儿”电子发票的
推行，对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助力推动
自贸区建设、缓解办税服务厅压力、提
升纳税人和消费者开票用票体验，都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蓉票儿”的第一个商户试用
者，巴国布衣总经理胡志强介绍，“在
使用‘蓉票儿’的半个月里，我们的打
印机费用、发票费用都省下来了，而且
只要1个财务负责收钱就可以，客人可
以在用餐结束后通过小程序自助开
票，也没有了那种着急跑来补开发票
的客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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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李建明身份证 （号码510102�
195811162371）遗失作废，特此声
明。 李建明居民户口簿（编号
510108990400014998） 遗失作
废，特此声明。
●承租人成都市成华区双林中
横路14号3栋1单元7号直管公有住
宅租赁合同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合同编号：2018A1-2089
●四川爱妮贝贝家政服务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司公章 （编号51�
01075253264）、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75253265）于2019年
1月1日遗失， 遗失之日起加盖此
公章、 财务章的所有民事法律行
为均无效，特登报声明。
●成华区黄黄立平商贸中心营
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MA68E6EL9N） 正副
本 及公章遗失作废。
●青羊区连坝乌鱼片店营业执
照 （工商注册号510105600416�
412）正副本和税务登记证（纳税
人 识 别 号 5110271976120138�
1801）正副本遗失作废

●叶文韬身份证510106198601�
081011于2019年3月27日遗失，自

遗失起非本人使用造成的后果与
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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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战苏宁418，
万达百货跨出
智慧零售第一步

近来，“苏宁收购万达百货”的消息
成为财经圈与百货业界的焦点话题。在
行业用户热切关注的同时，万达百货也
将首次参战苏宁418大促，尤其在线下

“万店齐发”战场，充分展现自己在百货
领域大场景消费的独特魅力。

作为一万两千多家苏宁易购门店
中的一员，万达百货由于都坐落在城
市核心商圈，区位优势、消费能力、品
牌展示能力想必不用解释太多。然而，
在苏宁的路线图中，收购这些门店并
不仅仅是看中了地段和流量，而是对

“百货”这一传统行业的全新思考与探
索，希望通过这一举措强化苏宁在既
有经营领域中的优势，并对百货的未
来形态赋予更多的外延。

进入2019年以来，苏宁就先后成
立了家电、消费电子、快消、时尚百货、
国际等五大集团，从这一系列动作中
不难发现苏宁的野心，那就是要搭建
一种类似于“全聚合”的新业态，依托
既有产业优势为传统百货行业注入新
鲜血液。

以目前来看，苏宁已涉足包括服
饰、箱包、首饰、家居、智能、孕婴、生活
等几乎所有领域，覆盖几乎所有日常
生活场景。有了万达百货补充的418大
促，苏宁在场景营销和全品类商品领
域有质变的提升。

此时，苏宁所搭建百货体系就已
经不是简单的“百货卖场”范畴，而是
全品类、全场景、多品牌、强服务、强社
交的平台，所承载的功能也远大于任
何传统百货商场；与此同时，苏宁还拥
有跨地域、跨领域的线上+线下整合
能力，这意味着苏宁百货的产品与服
务不但可以在线下展开，还可以在线
上生效，凭借智慧零售打通全渠道会
员服务，进而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这
也便是传统商业形态向智能化、互联
网化转型的一个方面。

据悉，万达百货首个418大促，将
以“万物复苏·潮新季”为主题，从4月8
日开始联动苏宁线上百货，进行会员、
数据、营销的双向打通，并依托门店进
行反向引流，从而实现全渠道的爆发。
同时，万达百货与供应商也将以一定的
折扣保证，以高性价比商品引爆消费需
求。万达百货将以“苏宁”式的营销玩法
在这次418大促中初露锋芒。

资料显示，顺丰优选是顺丰集团推出的
生鲜电商平台，依托线上电商平台与线下社
区门店，为用户提供日常所需全球优质美
食，顺丰优选可以视作物流公司向零售电商
渗透的典型案例。

2012年5月31日，顺丰优选上线，目前，
顺丰优选属于顺丰商业事业群。

7年来，顺丰优选的发展并不顺畅。
2013年2月到3月，顺丰优选开通上海、

广州、深圳、天津、南京、苏州、武汉、杭州八
个城市常温配送服务。2014年起，顺丰开始
在全国布局线下门店，并很快开设超过3000
家“嘿客”便利店，试图将线下的社区用户体
验带来的流量拉动到线上。可惜市场反响平
平，最终大面积关店，并改名顺丰家。

2014年，顺丰优选上线海外代购网站
“优选国际”，提供优质、差异化、高附加值的

产品。2017年，顺丰优选提出，未来一年开
4500家线下店，两至三年内开上万家线下店。

公开信息显示，顺丰商业板块（包括顺丰
优选、“顺丰家”门店）2013年~2015年亏损超
16亿元，已被剥离出上市公司。自2012年上线
至去年9月，顺丰优选已经经历7任CEO。

有庞大的物流体系作为基础，顺丰布局
实体零售，看起来具有天然优势。但目前来
看，真正实施起来，却并不如想象中顺利。

“说到底还是快递企业的基因问题。快递
企业强项是物流运输，快递物流和零售是两
种完全不同的体系，零售从后端的供应链到
前端的营销和模式创新，需要的资源和能力
都是目前快递企业所不具备的。”王飞表示。

还有评论文章认为，快递物流与零售电
商是完全不同的商业逻辑，用做物流的惯性
思维来做电商的顺丰，失败在所难免。

近日近日，，顺丰优选在上海顺丰优选在上海、、武汉武汉、、青岛青岛、、成都等地的门店相继被关闭成都等地的门店相继被关闭，，顺丰回应称是对部分线下门店的顺丰回应称是对部分线下门店的
经营区域调整经营区域调整。。成都商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梳理发现红星新闻记者梳理发现，，顺丰优选自上线以来顺丰优选自上线以来，，其经营就不顺利其经营就不顺利，，所属顺丰商所属顺丰商
业事业群也连年亏损业事业群也连年亏损，，而这拨而这拨““关店潮关店潮””也被认为是顺丰布局电商近十年来的又一次重大挫败也被认为是顺丰布局电商近十年来的又一次重大挫败。。

而在电商业务之外而在电商业务之外，，进入进入20182018年年，，顺丰总业务量跌出了行业前五顺丰总业务量跌出了行业前五，，营收同比增速出现断崖式下跌营收同比增速出现断崖式下跌，，
顺丰引以为傲的服务水平带来的高单价优势也不再明显顺丰引以为傲的服务水平带来的高单价优势也不再明显。。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称深圳市顺丰商业有
限公司旗下社区生鲜超市品牌“顺丰优选”在全
国范围内关闭门店，关闭门店的城市有上海、武
汉、青岛、成都等地。报道称，其中上海的门店已
全部关闭，其余城市门店也正在清仓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就此探访了成都
多家顺丰优选门店。

4月9日，记者来到位于成都市锦江区宏济
中路的顺丰优选宏济路店，当时已经是上午10：
40，但是该店尚未开门，玻璃门上贴着满60减30
的促销信息。

11点过，有三个店员来上班了，但记者看
到，店里货架上货品不多，店长告诉记者，这个
店马上就要关了，他们现在按照公司要求做清
铺工作，具体什么时候关门，还要等公司通知。

在成都市二环路北四段，记者看到，顺丰优
选汇融名城店已经关门，店招已拆下。

距此不远的顺丰优选蓝水湾店处于营业状
态，但店内有几个货架是空的，唯一的一位店员告
诉记者，正常的话店里每周2、4、6会安排进货，但
是总部那边没有发货过来。店内很多商品都在做
优惠活动，收银台旁边还设置了清货专区。该店员
说，店应该是要关了，具体时间不知道，应该就在
一周之内，公司会按照劳动违约给予她们补偿。

该店员告诉记者，蓝水湾这家店是2017年
11月开业的，线下的营业数据她不知道，但是线
上还是不错。她说，成都市内的顺丰优选实体店
应该都会关门，而顺丰优选的线上门店还会继
续经营，顾客也可以正常下单。

对于关店，顺丰官方的回应说，顺丰优选对
部分线下门店的经营区域进行了调整，调整的
目的在于集中资源提升门店服务能力及客户体
验，聚焦城市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顺丰优选将持续加强对线上业务的服务能力建
设，为客户提供多时效的配送服务。此外，顺丰
还称，此次调整将加大华南及北京地区投入，扩
大华南市场规模及城市布局密度。

资深电商仓储物流专家王飞告诉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顺丰优选经营情况不佳，进行关店
调整，可以看做是战略性止损的一种行为。从便利
店经营的角度来说，社区店消费特点是频次高，应
该从消费者的便利性、平价性考虑，而快递企业对
于便利店精细化运营、选品、定位等经验的缺乏，
导致门店里只有一些简单的SKU，无法满足顾客
的需求，其利润很难覆盖门店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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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以庞大的物
流体系作为基础，布
局实体零售，搭建线
上电商平台，布局线
下社区门店，希望将
线下的社区用户体验
带来的流量拉动到线
上。这一切看起来具
有天然优势。

A面

电商业务之外，顺丰的主业也难用乐
观形容。尤其是进入2018年以来，顺丰总业
务量相比竞争对手越拉越大，营收同比增
速则出现了断崖式下跌，顺丰引以为傲的
服务水平带来的高单价优势也不再明显。

2019年3月15日晚，顺丰控股（002352）
发布了2018年年度报告。

报告显示，2018年，顺丰营收同比增速出
现断崖式下跌。其中，Q1营收同比增长65%、
Q2增37%、Q3增24%、Q4同比减少3.2%。

每年的第四季度，因为“双十一”的影
响，许多快递公司会在此间迎来一年一度
的狂欢期。而顺丰却表现不佳，2018年Q4的
营收环比甚至是下降的。

而在利润增速方面，2018年顺丰有3个
季度出现负增长，Q1同比减少17%、Q2同比
减少30%、Q4同比减少15%，只在Q3同比增
加了39%，全年的扣非净利润下降了5.9%。

顺丰的业务量也不乐观。
2018年顺丰业务量同比增长26.8%，相

对于行业主要的竞争对手，增速不那么乐
观，更关键的是，主要竞争对手的业务量本
来就比顺丰的大：

2017年中通业务量62.2亿件，相当于顺

丰的204%，2018年增速比顺丰高10个百分
点，业务量则达到顺丰的220%；百世、韵达
业务量增速分别为45.1%和48%，2018年业
务量则分别相当于顺丰的141%和181%；
申通、圆通虽然增速只比顺丰26.8%的增速
高几个百分点，但领先优势则在继续扩
大，2018年业务量分别相当于顺丰的132%
和172%。

2016年，顺丰的业务量还是行业前五，
2017年跌出前五之后，如今，其业务量与中
通、圆通等相比，差距越拉越大。

一直以来，顺丰最大的口碑是服务，顺
丰在自身业务量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凭借自
身高质量的服务，以高出行业平均水平的单
价自立。2018年，顺丰月均投诉率为0.49%。
相比于体量比更大、增速更快的中通、韵达
月均0.86%和0.77%的投诉率，顺丰的服务
优势虽然还在，但已经不再那么明显。

顺丰的平均单价则远高于行业平均水
准。2018年顺丰23.2元的单价则比行业平均
价格高95%。有媒体质疑，顺丰比行业均价高
一倍的收费把
用户推向了其
他快递公司。

快递行业的特点是高投入（比如买
飞机）、运营成本高（人员薪酬居高不
下），2018年，顺丰快递业务成本736.8
元，毛利润160亿，毛利润率18%，较2017
年低2个百分点。鉴于收费标准比同行
高一倍，这个毛利润率不算高。成本高
企，利润不高，是顺丰选择做电商业务
的原因之一。

虽然早在2010年顺丰就开始涉足
电商，但期间一直不顺利。电商业务不
顺之外，顺丰在快递业务上也承受前所
未有的巨大压力，除了中通、圆通等传
统快递对手的竞争之外，顺丰还要面对
京东个人快递业务崛起的竞争以及阿
里的涉足对快递行业带来的冲击。

王飞表示，国际市场上，顺丰要面
对联邦快递、DHL、UPS的布局和竞争；
国内市场上，还要面对京东、阿里两大
企业在物流领域的发展。

比如京东的个人快递就是对标顺
丰，而阿里菜鸟入股中通、圆通、申通、
百世，也是想完成阿里物流体系上下游
链条的搭建，这些对顺丰来说，意味着
将来的路并不好走。

“对于物流这样资本密集型的企业
来说，要巩固护城河形成行业壁垒，那
就需要不断资本投入和培养新的业务
增长点。今年3月份的顺丰敦豪供应链
中国品牌发布会标志着顺丰进入万亿
级供应链市场的里程碑时刻，但顺丰将
来如何发展，我们只能静观其变，不做
过多评论！”谈到未来顺丰的突破点时，
王飞这样说。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白兆鹏 制图 李开红

主业尴尬 规模掉队、营收增速下滑
高收费把用户推向其他公司？

前景尴尬
京东、阿里、联邦快递夹击
顺丰如何巩固护城河？

B面

顺丰优选蓝水湾店的清货专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