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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手记
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指数全线下跌
多头扛不住了？

体验

近日，京东被爆要取消旗下快
递员底薪、增加揽件绩效等消息。与
此同时，网上又流传出京东开始着
手淘汰三类人，即不能拼搏的人、绩
效差的人、性价比低的人。甚至还传
出“离婚”等虚假新闻。虽然京东很
快就对这些传闻做出了回应，但京
东对于内部的改革也确实正在进行
中。

实际上，京东在电商领域能有

今日的地位，与其物流有着密切的
关系，其独创的仓配一体模式奠定
了自身的供应链服务优势，也成为
京东商城得人青睐的关键。而随着
京东物流的发展，截至去年年底，京
东拥有17.8万员工，其中多数为快递
员，而决定物流独立以后，又增加了
个人快递业务、大客户业务，用更市
场化的薪酬结构激活员工，也就显
得较为合理了。即使如此，京东物流
也是国内极少数给快递小哥缴纳社
保、公积金的物流企业之一。

不过，京东对于快递员薪资的
调整不过是其多方面企业调整的一
部分罢了。当然，进行企业调整也不
只是京东一家。在过去的一年，包括
BAT在内的大部分互联网公司都着
手企业内部的调整，包括业务、组织
架构、人事安排等等内容。与此同
时，网上也开始出现各种互联网行

业的负面新闻，裁员、996等新闻成
为公众议论的焦点，但不可否认，如
今改革对于互联网公司的重要性如
同从前流量一般。

对于京东的改革，其实概括起
来有三条，第一刘强东更多放权管
理团队；第二划分出前中后台强调
协同合作；第三成立拼购业务部、
拓宽业务边界。然而，简单的三条
操作起来却用了京东近一年的时
间，不过，从京东的改革来看，可谓
步步精准，踩在了行业发展的痛点
之上。京东一直以来被人诟病过度依
赖刘强东，如今的放权意味着刘强东
开始逐渐走出业务运营，开始专攻企
业战略、组织架构和文化建设。

在全球互联网行业普遍降速的
当口，应对国内国际环境激烈的变
化、安全渡过系统化风险，对公司自
身的组织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

说，任何一个企业的战略或者说组织
结构也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企业组织
方式一直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

实际上，国内互联网巨头，甚至
国际互联网巨头，去年和今年也一
直处于优化或调整之中，都是为了
应对互联网不同阶段的必要组织变
革，这并不意味“至暗时刻”。

其实，互联网企业到了今天这
个发展阶段，开始越来越倚重盈利
能力，简单讲便是要增强自我造血
能力。

中国互联网为何发展得如此迅
速，其实离不开庞大的人口基数。可
以说，新的红利争夺开始移向三四线
城市，京东对于社交电商的追逐以及
对于业务边界的拓广直指新流量。

当然，对于存量的激活同样重
要，对于像阿里、京东这样坐拥海量
存量用户的企业，或许只有在如当

下如此严峻的经营环境下，才有动
力去挖掘和探索。因此，京东的变动
只不过是整个互联网行业优化和调
整的典型罢了。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宣布着互联网行业进入下半场，并
不是意味着“至暗时刻”的到来，相
反，这是企业更好适应环境的必须
变革。

最值得一提的是，舆情传播往
往存在“选择性注意”与“回音壁现
象”，因此往往会减少传播信息的多
样性。例如，这一轮互联网企业优化
与变革其实并不只是裁员，而是有
进有出。在今年3月初，京东也透露
整个集团今年的新增岗位需求预计
将超过1.5万人。腾讯、美团、拼多多
等核心巨头今年也有庞大的新招聘需
求。因此，对于互联网企业当前的变革
我们不能盲人摸象。（作者系中国财
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互联网企业优化与调整，并不意味着“至暗时刻”
□ 盘和林

国内互联网巨头，甚至
国际互联网巨头，去年和今年
也一直处于优化或调整之中，
都是为了应对互联网不同阶
段的组织变革，这并不意味
“至暗时刻”。相反，这是企业
更好适应环境的必须变革。

昨日，成都注册规模最大国家级基
金落地——国新建信股权基金正式设
立。

昨日下午，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与四川省、成都市有关机构及相关
金融机构在成都举行国新建信股权投资
基金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国新建信股权基金由中国国新、四
川发展、成都交子金控集团、成都市产业
引导基金和成都天投集团等单位共同发
起设立，主要通过市场化债转股方式，促
进实体企业降杠杆、减负债，为民营企业
纾解困难，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基金计划
总规模1500亿元，首期落地金额300亿元。

中国国新于2010年12月22日经国务
院批准成立，2016年初被确定为国有资
本运营公司试点企业。截至2018年底，中
国国新资产总额突破3700亿元，公司年
度净利润突破70亿元。

此次签约落地的国新建信股权投资
基金，是目前成都注册规模最大的国家
级基金。基金的设立，可以充分发挥中国
国新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平台优势、相
关金融机构的专业优势以及成都市的区
位产业优势，促进更多债转股项目落地，
帮助实体企业降杆杆、减负债。同时，国
新建信股权基金落户成都，也有助于其
做强做大金融总部经济，进一步提高成
都作为国家西部金融中心的影响力。

记者获悉，国新建信股权基金的基
本定位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市场化、法治
化原则，帮助被投资企业优化资本结构，
降低债务规模和财务成本，提升企业核
心竞争力和经营管理水平，助力实体企
业高质量发展。

数据显示，成都组建了多层次政府
引导基金体系，截至2018年底，成都在中
基协备案基金管理机构374家，管理基金
644只，基金实缴规模1229.59亿元，位居
中西部第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总规模1500亿！
成都规模最大国家级
基金落地

阿里、腾讯、苏宁……
发力电商最后的蓝海

生鲜是电商的最后一片蓝海生鲜是电商的最后一片蓝海。。电商巨头与大量便利店电商巨头与大量便利店、、社区生鲜店等社区生鲜店等，，正在以店正在以店
为仓为仓，，布局近场布局近场————

苏宁小店将于4月下旬上线苏宁菜场
美团推出美团买菜APP 饿了么与叮咚买菜战略合作
阿里旗下盒马菜市在上海开业 腾讯投资谊品生鲜

三公里
争夺战

随着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买菜对上班族来
说，着实是个困扰。下班以后拖着疲惫的身躯飞
奔到菜场，这时只剩下被人挑剩的蔬菜和肉类，
只能无奈地“瘦子里面挑胖子”。遇到酷暑寒冬、
暴雨雾霾，就分外希望买菜也能像外卖一样足不
出户、送货上门。

精明的商家已盯上了老百姓的菜篮子。网上出现了不少做生
鲜配送的App，快递、跑腿、外卖平台也提供买菜服务。特别是近段
时间，巨头扎堆进场。苏宁小店将于4月下旬上线苏宁菜场；美团上
线美团买菜APP；饿了么与叮咚买菜战略合作；盒马菜市也在上
海开业；腾讯投资谊品生鲜；罗森便利店也开始尝试社区生鲜。

再加上入局已久的大型综合性电商和生鲜类垂直电商，以及
开通了到家服务的传统商超，生鲜电商、生鲜外卖、社区生鲜店和
跑腿代购正试图瓜分传统菜市场。

手机上的菜篮子俨然从电商领域最难啃的鸡肋变成了资本
风口下的香饽饽。

昨天，A股市场三大股指全线下跌，
沪指下跌51.97点，以3189.96点报收，跌
幅达1.6%，深成指及创业板指数跌幅都
超过2%。

大盘扛了三天，昨天沪指跌破5日均
线，这是否意味着多头有些扛不住了？

其实，在本周的这几个交易日里，达
哥觉得市场的情绪还是有些浮躁，似乎
有些过分追求对一些概念和题材的炒
作。比如科学家前晚公布了黑洞的“真
容”，昨天竟然有资金去寻找相关的概念
股去炒作。这些题材自己如果完全搞不
懂，那何必要去参与呢？当个看客就行
了。结果，昨天果然就有一只所谓的“黑
洞”概念股套了不少人。

这家公司就是东南网架，公司曾经
公告参与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FAST工程反射面单元设计与制造项目”
的招标，于是昨天涨停板开盘，然后全天
处于回落状态，虽然最后收盘还是涨了
3.27%，但是如果你涨停板追进去的话，
当天就被套6个多点。所以，炒题材，炒概
念，如果到了这种地步，确实就是浮躁
了。

另外，这两天上市公司爆出的“黑天
鹅”也不少。前天，葵花药业前董事长因
为涉嫌故意杀人而被批捕。昨天，又爆出
了有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涉黑被捕，这
家公司就是中科新材。据公告，中科新材
实际控制人张伟涉嫌黑社会犯罪被深圳
市公安机关执行逮捕，目前案件正在侦
查过程中。中科新材大跌8.66%。

此外，继同花顺大股东要减持之后，
本周重要股东减持的消息也不少，而且
都是股价涨幅很大的公司。比如诚迈科
技股东准备减持15.76%股份，该股2月份
之后股价是翻了倍的。近期走势非常强
的浙江龙盛大跌8。99%，盘后公司发布
公告，公司副总经理及董事计划合计减
持不超过716.4万股，这是一只3月份以
来股价翻倍的个股。

另外还值得一说的是，昨天白马股集
体调整，白酒股中的五粮液大跌超过7%，
洋河股份大跌超过6%，水泥股全线调整，
家电股中的格力电器、美的集团跌幅都超
过3%。相对而言，股价逼近千元大关的贵
州茅台还算跌得少的，只跌了2.4%。

对于后市怎么看？个人认为，一般来
说，如果在强趋势行情中，一旦大盘出现
中阴线，那么第二个交易日多半会反弹，
比如3月8日、3月26日上证指数收出中阴
线，第二天都反弹了。所以，4月份之后的
这一波强趋势行情，到底还能不能延续，
或许就要看这一次能否迅速止跌反弹
了，如果接下来马上反弹，那么行情的强
弱就一目了然。但是，如果调整延续的
话，那么操作上就有必要暂时冷静一下。

（张道达）

云买菜
“叫闪送去农贸市场帮忙

买菜的事我经常干，因为觉得
超市的菜不新鲜，菜市场又太
远。”昨天下午，90后白领小刘
拿出手机，在APP下单了当天
的晚餐食材，“我觉得线上买菜
是趋势，特别是年轻人没工夫
逛菜市场，有些又比较懒。”

这一幕已经成为许多人的
日常。互联网生鲜的核心客群
是25~45岁的人群，他们更看重
便利性和时效性，能接受平台
稍微溢价，手机点单等菜上门
更加轻松惬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询问了在线上买过菜的朋友们，
她们都是80后90后，不怎么会挑
菜也不擅长砍价，菜场附近停车
难更是她们买菜的重要阻碍。她
们买菜的线上渠道包含了外卖、
快递、跑腿平台，以及大型综合
类O2O平台。最常用的是京东
到家、淘鲜达、美团、饿了么。如
果是耐储存的蔬菜，也会京东生
鲜、天猫超市生鲜上购买。

目前各大平台都专门开辟
了买菜的入口，跑腿代购也把

“菜市场”单独列出。京东到家
上有“菜市场”，美团外卖有生
鲜果蔬“天天买菜”，饿了么有

“买菜”。平台会根据用户所在
地显示附近的店铺，注册后点

击进入即可在线买菜，菜场里
能见到的蔬菜品种基本都有。记
者的所在地为红星路二段，显示
的店铺都在1小时车程以内。

昨天下午5：30，记者在京
东到家上选择了16枚鲜鸡蛋、
一 斤 土 豆 、一 把 小 葱 ，共
1.55kg，配送费是4.5元。线上店
铺蔬菜的定价比菜市场贵，不
过叠加使用店铺优惠券、积分
优惠券和平台优惠，有时能比
菜市场更便宜。记者选择的这
些菜总价39.6元，用上各种优
惠券，只需要21.6元。另外下单
的时候还可以添加订单备注，
比如土豆要适合炒菜的还是炖
肉的，肉需要切块。

下单以后，会有一个可以
自主选择的配送时间，一般在2
小时以内送达，选择立即送达
则在1小时以内，整个流程类似
叫外卖。

京东到家的快递业务都外
包给达达快递。达达小哥刘昊是
个年轻的90后，他告诉记者，虽
然他会挑菜，但一般不用他来
挑。“系统接单后，经营户会挑好
交到骑手手里，顾客不满意还可
以拿回去换。”“下雨天、大太阳
订单会多一些，大家都不想在天
气不好的时候出门买菜。还有就
是快下班时单子也比较多。”

实际上，手机买菜并不新
鲜，之前一直是生鲜电商最想
寻求突破的领地，但收效甚微。
随着城市商业环境的变迁，手机
买菜业务终于迎来爆发式增长。

线上买菜确实非常便利，
但负面评价也不少。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发现，在某
个买菜APP上，最常见的顾客
投诉是新鲜问题，比如“蔬菜不
够新鲜，叶子都发黄了”“香蕉
有点烂了”“番茄有些开裂”“豆
腐有些发酸”……该品牌客服
回复称，“生鲜水果会在配送中
有不可控的因素导致商品变
化，发现商品与任何质量问题
可与我们联系。”一些提供了证
据照片的顾客会收到一定面额
的代金券。

还有消费者反映“货不对
板”“缺斤少两”等问题。对于货
不对板，绝大部分APP承诺退
换货。对于缺斤少两，一些APP
承诺称重退差价。如果有其他
纠纷，消费者可以打电话给商

家协商退换，或者联系平台客
服介入处理。

生鲜品类不同于标准化电
商品类。同样重量、同产地甚至
同一个卖家的苹果，实际品质
可能天差地别。因此许多人认
为，买菜必须亲自到实体店挑
选。而对于线上买菜模式，人们
不相信其他人挑的菜和自己挑
的一样好。要想让人们放心买
生鲜，首先要解决信任问题。商
家必须让顾客觉得值得信任，
而不单单是省钱、便捷。小刘表
示，“如果能解决信任问题，谁
不想每天点点手机，菜就送货
上门了？”

信任也是快递小哥关心
的问题。几位外卖小哥告诉记
者，虽然送菜和送外卖差不多，
但得到差评的几率要高。他们形
容送菜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
作”，比如经营户包装的绿叶蔬
菜，在挤压下叶片会萎靡，显得
不新鲜。另外鲜肉、豆腐等容易
变质的食物也是投诉的重灾区。

上月底，第一家盒马菜
市在上海开业。不同于盒马
鲜生扎进繁华商圈的选址，
盒马菜市选址高密度的居住
区，紧盯社区生意，品类和价
位都更亲近中老年消费群
体。

苏宁小店将于4月下旬
上线苏宁菜场；美团上线美
团买菜APP；饿了么与叮咚买
菜战略合作；腾讯投资谊品
生鲜；罗森便利店也开始尝
试社区生鲜……

巨头争先恐后涌入社区
生鲜赛道。

生鲜是电商的最后一片
蓝海，独立ICT评论人孙永杰
曾表示，蔬菜是一日三餐必需
品，线上买菜的突然火爆跟电
商的不断细分有很大关系。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
曹磊向记者表示，“从目前的
生鲜市场来看，本地菜市场有
时效性，超市覆盖不够密集，
加上一二线城市生活节奏加
快，一些居民特别是上班族，
买菜难问题突出，所以买菜领
域具有较大的用户需求。2019
年生鲜零售的三公里争夺战
正在拉开序幕，大量的便利
店、社区生鲜店等商业基础设
置，正在以店为仓，布局近场。”

这就是所谓的前置仓
——在企业仓储的物流系统
中距离门店最近的仓储物流
基地。据《2018年中国生鲜电
商行业消费洞察报告》表明，
45.5%的用户希望配送时长
在1小时内，但只有32.3%的
生鲜网购配送时长短于1小
时，远远低于用户的期望时
长。而前置仓模式被认为能
提高配送效率、降低物流成
本、提高消费频次。

2018年以来，前置仓的
生鲜电商获得了资本和互联
网巨头的青睐。无论是苏宁
菜场、美团买菜还是叮咚买
菜，采用的都是前置仓模式。
区别在于苏宁菜场的前置仓
是全国5000家苏宁小店，美

团买菜是在居民区开社便民
服务站，叮咚买菜则是自建
的前置仓。事实上，很多社区
超市早就是“前置仓”模式，
只需要接入外卖平台或是提
供到家业务就可以送货上
门。而外卖买菜则相当于把
菜市场当作大的前置仓。

“前置仓的存在，使得传
统的物流配送格局由电商平
台→快递企业→消费者转变
为电商平台→前置仓→即时
物流平台→消费者。”曹磊认
为，前置仓能解决生鲜电商

“农产品多级批发商链条导
致毛利润低，直达产地需要
规模效应；品类多且杂，同质
性强，储存时间短且非标化
导致损耗率居高不下；自建
冷链仓储物流投入成本高，
使用第三方物流品质难以把
控”等运营难点。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云阳子指出，前置仓
模式相较于传统物流模式来
说具有一定优势，如今已有
多家企业开始入局试水，但前
置仓的良性运转要有一个前
提，即点位必须足够多，在城
市渗透情况要非常好，成本模
型健康且运营效率非常高。

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中
国生鲜零售的年度总销售额
达4.93万亿，仅有不到3%的交
易来源于线上。据波士顿咨询
公司的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
中国生鲜线上消费占生鲜总
消费的比例有望增长到15%。
在这万亿规模的市场中，菜市
场占据70%左右的流通市场，
存在巨大的升级机会。

一家知名外卖平台相关
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菜场在
整个生鲜行业中占据重要位
置，但目前整体数字化程度
非常低。菜场接入外卖平台，
不仅提高传统菜摊销售额，
还可实现菜场摊位在线化、
数字化。但是市民消费习惯
和商户诚信培养还需外卖平
台和菜场商户的共同努力。

手机点一点 鸡蛋土豆小葱送上门

痛点
生鲜类差评多 送菜“吃力不讨好”

2018年中国生鲜零售额4.93万亿，线上
交易不到3%

2020年中国生鲜零售线上消费比例有望
增长到15%

前置仓+电商 布局万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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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路二段附近的菜店

某买菜APP上，顾客评论称，菜品不
新鲜、斤两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