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版

现代商贸

2013年11月18日 星期一

婴幼儿乳粉是广大婴幼儿的主食品，它的质量安全，既是重大的
民生问题，也是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如何生产出让社会大众买得
放心、吃得安心的婴幼儿配方乳粉，用良好的产品赢得社会的信任，

小区服务也是电商舞台

这是目前我国乳粉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国产奶粉值得消费者期待
本报记者

祝君壁

总产量的 60%。2012 年进口婴幼儿乳粉约
9 万吨，仅为国内产量的 15%，国产婴幼儿乳
愿意再给国产奶粉一个机会
粉仍占市场的主导地位。
“当前，我国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稳步
今年以来，进口奶粉问题
提高，整体发展呈现了稳中向好的态势。同
频出，国产奶粉不断做优做
时，成绩来之不易，巩固再提高更难。”中国
强，使得消费者对国乳信心回
乳制品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宋昆冈在谈到
升。国产奶粉销量涨势喜人，
国产奶粉发展现状时如是说，
“ 面对发展的
重获消费者青睐
新要求，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
期待，进一步提高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
在位于宣武门外大街的沃尔玛超市内， 水平，以优良的品质、负责的形象、良好的服
几名顾客正在整齐摆放各类奶粉的货柜前 务，加快恢复和提振消费者信心，仍然是企
驻足挑选。
“ 我们家宝宝一直吃这个牌子的 业、协会和政府面临的共同任务。”
奶粉，感觉挺好的。一个月 4 罐奶粉，价格
厂家：
过高的我们真吃不起，300 元以内的还能接
全力以赴保证产品质量
受。”一位顾客边说边往购物车内放入几罐
某国产品牌的婴幼儿配方奶粉。
今年年初，记者前往北京各大卖场调查
婴幼儿乳粉是广大婴幼儿的主食
采访国产奶粉市场销售情况和消费者接受
度时，听见的消费者反馈有犹豫、些许质疑，
品。提升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水
也有肯定，但相比前两年的一片否定之声，
平，关系下一代健康成长
已有好转。今年以来，进口奶粉问题频出，
国产奶粉不断努力做优做强，使得消费者对
目前，国产婴幼儿乳粉仍占市场的主
国乳信心回升。国产奶粉销量涨势喜人，重
导地位。但是，婴幼儿乳粉生产企业多、
获消费者青睐。
经过 3 年多的整改，乳制品工业现已发 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低、主流品牌市场占
生巨大变化，技术装备水平、检验技术与能 有率低，影响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形象
力、自有奶源基地建设、企业管理水平、职工 和消费市场的扩大，不利于行业的进一步
队伍建设都有了明显提升和改善。特别是 发展和提升。
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强化对婴幼儿
日前，伊利、蒙牛、完达山、飞鹤、明一、
配方乳粉的监督检查，产品质量稳定向好， 高原之宝等 6 家企业一同向社会和广大消
消费者信心逐步得到恢复。
费者发布婴幼儿配方乳粉新品。据了解，这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婴幼儿配方乳粉 些产品均委托了国家级第三方检测机构多
生产企业 127 家，年产量约 60 万吨。其中前 次抽检，产品质量安全可靠、品质优良，另外
10 家企业（包括外资品牌）的产量约占全国 在配方设计、原料选择、工艺技术、包装设计
消费者：

1.8 亿件包裹、首日处理量达 6000 多万件，
这是今年“双十一”购物狂欢后给快递业留下的
严峻考验。
过往的积压、爆仓还会不会出现？记者日
前在广州几处快递站点、分拨中心走访看到，在
今年快件量翻番的压力下，快递业提早做好准
备，仓储、运力大规模扩容，较往年大为从容。
背后，以“双十一”为标志的电商迅猛发展催生
出快递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尤为引人注目。
国家邮政局监测显示，天猫淘宝、京东、苏
宁易购等主要网商 11 日全天共产生订单快递
物 流 量 约 1.8 亿 件 ，全 天 各 快 递 企 业 共 处 理
6000 多 万 件 快 件 ，是 去 年“ 双 十 一 ”最 高 峰
3500 万件的 1.7 倍。

冯其予

及包材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改进和
提升，从前期市场反响看，投放市场后收到
了良好效果。
“这 6 家企业，是通过实地调研遴选出
的，具备了奶源自控率高、生产工艺先进、管
理制度规范、产品安全可靠、追溯体系建立
并通过诚信管理体系建设评价条件和严格
要求的企业。”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婴幼儿乳粉是广大婴幼儿的主食品，它
的质量安全，
既是重大的民生问题，
也是重大
的经济社会问题。宋昆冈表示，婴幼儿配方
乳粉生产企业要牢固树立质量安全意识，认
真履行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认认真真抓管
理，实实在在保质量。
“ 一要夯实质量安全基
础。加强生产的第一车间——奶源基地建
设，
加强产品把关的质量安全检测，
完善产品
质量可追溯体系，不断提升产品品质。二要
依法加强管理制度建设。重点强化企业内部
质量安全管理，
做到不合格原料绝不入厂，
不
合格产品绝不出厂。三要认真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要继续践行公开承诺，生产出让社会
大众买得放心、
吃得安心的婴幼儿配方乳粉，
用良好的产品赢得社会的信任。
”
行业：

鼓励发展自主品牌
工信部将坚决淘汰不达标乳企；
加快推动实施婴幼儿配方乳粉行业企
业兼并重组；完善婴幼儿乳粉各项标
准；鼓励企业加强自有奶源基地建设
消费者对国乳信心回升，除了企业自身
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外，
国家政策推动也
“功不

可没”
。近年来，
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台多项政
策、措施，完善法规标准，对婴幼儿配方乳粉
行业进行整改，
推动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作为乳制品工业行业主管部门，今年
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按照国务院及国务院
食品安全委员会的部署要求，发布实施了婴
幼儿配方乳粉‘双提’行动方案——提高乳
粉质量水平，提振社会消费信心。”工业和
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外，还
组织制订了婴幼儿配方乳粉行业企业兼并重
组工作方案，围绕强化企业管理、推进结构
调整、推动技术改造、发展自主品牌、加强
宣传引导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并取得了初步
成效。
”
“尽管如此，消费者信心尚未完全恢复，
特别是对国产婴幼儿乳粉仍心存疑虑。”宋
昆冈介绍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零售包装
婴幼儿乳粉 5.6 万吨，货值 6.45 亿美元，同比
分别增长 28.53%和 29.07%。
“从国外捎购婴
儿乳粉的现象有增无减，世界上已有多个国
家限制中国人采购。我们不能确切知道从
国外捎购了多少婴儿乳粉，有人估计其量不
会低于正规渠道的进口量。”
为了进一步化解消费者对国乳的成
见，下一步，工信部将进一步强化行业规
范管理，坚决淘汰不达标的企业 （项目），
规范企业生产行为；加快推动实施婴幼儿
配方乳粉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结合国际先
进标准和我国国情，制 （修） 订和完善婴
幼儿乳粉行业的基础标准、产品标准、检
测标准等；鼓励企业加强自有奶源基地建
设；支持企业加强研发和创新投入；普及
食品安 全 科 学 知 识 ， 接 受 社 会 舆 论 监 督
等，促进婴幼儿配方乳粉行业持续健康
发展。

在人们的认知中，网购这种“时髦”的消费方式似乎和偏远农村市场间存在遥不可及的距
离。不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网购进村记
本报记者

陈

静

中国企业诚信建设峰会在京召开

电商突进
催生物流业
“蝶变”

当这批上亿计的快件短时间内涌入快递系
统时，可想而知后者承受的压力。回想 2009 年
第一次“双十一”促销，快递业被闹了个鸡飞狗
跳。据韵达太和分公司总经理潘朝凌回忆，那
一次站点爆仓，所有分拨中心排满卡车，快件滞
留途中。
四年间，快递业已是另一番模样。从最表
层看，是硬件设施的大规模升级扩容。韵达速
递今年前在广东省的分拨中心面积不到 5 万平
方米，现在已经有 23 万平方米；百世汇通今年
以来开通佛山分拨中心、改建广州分拨中心、投
入番禺分拨仓等，仅广东一地面积扩张就超过
一倍；圆通速递近年来不断添置全货机，目前已
经有四架，计划未来十年内将发展到 20 架的全
货机机队……
在人力和车辆配置上，各家快递企业亦是
有翻几番的大手笔，并通过市场合作方式，在高
峰时期调配充足的临时员工和运力。国家邮政
局统计显示，今年“双十一”前，各快递企业投资
新建、改造分拨中心 300 余个，新增干线班车
2500 台，新增航空日均运力 800 吨。
近几年以年均 50%至 60%速度猛增的电
商，以“双十一”这样的极端方式迅速催熟快递
行业。大量外来资本看中商机涌入，也为快递
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繁荣背后，亦有业内人士提出隐忧：电商增
长速度终将放缓，红利消失之后，依靠密集劳动
力野蛮生长的快递行业能否适应，将是继“双十
一”之后下一波考验。
文/新华社记者 付 航

当淘宝天猫为创“1111”当日交易额 350.19 亿元
狂欢时，一些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更密切的电商服
务正悄悄走进百姓人家。小区门口，有一家便利店。
这天进去买水，结账后女店主笑眯眯地递上张卡片，
上面不仅有这家店面的地址、联系方式、营业时间乃
至免费送货的额度等等，正中还印有一个大大的二维
码。店主说，在家里想要什么，拿手机扫一扫就可以
上网选购，满 20 元就能送货上门。
笔者用手机扫开网页，里面内容还真是不少。仅
小区这 100 多平方米的小小便利店，能配送的商品竟
有 600 多种，从啤酒饮料、水果蔬菜到日用百货，日常
生活用品一应俱全。除了这家店，在这个为便利店提
供平台的网站上，类似的小店已有 1600 多家，覆盖京城
大大小小的社区。
“500 米的便利服务，20 分钟送达”，这
是店主给笔者的介绍，虽然没有透露生意到底有多好，
但是看着女店主笑着说“还不错”，想来是不差的。
其实在笔者看来，淘宝天猫 350 多亿元的交易额
很强大，但身边这个小小的便利店平台更感觉实用温
馨。北京有许多新建小区，有的小区已经有了这样的
小小便利店，有的小区非常需要这样的商店提供各种
日常生活必需品。很多小区中人员密集且年轻人居
多，这些人既是生活用品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熟练
掌握互联网的群体，两者结合，这种搭建平台整合线
下便利店资源的服务平台自然大受欢迎。这样的平台
足以见得开发者的服务意识和长远眼光。与 350 多亿
元的耀眼相比，小区便利店的电商平台并没有高调的
宣传，但它托起了百姓的需求，服务千家万户，这样
的服务平静、持续，潜力巨大，这样的线上线下融合
新尝试必然会赢得更多的市场。
除了商品销售，服务更是电商躲不开的环节。由
此想到了今年以来屡屡被提及的“移动互联”商机，
各种理念、创意、前景满天飞，却少见考虑服务对象
的实际需求。要知道，真正的大市场，往往紧扣人们
日常基本需求，这种需求其实很大，尽管不像“双
11”的 350 亿元那样具有爆发气势，但却十分持久，
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如何抓住这种细微之处的基本需求呢？除了必备
的知识储备和经验之外，服务意识也是不可少的一
环。市场往往存在许多机会，有心人把握住了，用心
去完善呵护，这样的机会就能成为机遇。刚刚过去的
这次“双 11”电商购物节谁是赢家？其实，购物之
后的服务跟进，及时的送货和退换货服务，是决定
商家未来发展的根本支撑。不注意或者注意到了却
不重视这个环节，终归还是要吃
“后悔药”。社区里的电商平台同
样需要服务的强大支撑，只有走
出服务瓶颈，才会赢得发展的广
阔天地。商家应当多把心思放在
市场需求这个问题上，好好琢
磨，用心去对接，终归能发现属
于自己的“大商机”。

浙江省遂昌县王村口镇对正村，距离
县城足有 70 公里，汽车在斗折蛇行的盘
山路上行驶了好半天，才看到小村隐没在
满山蓊蓊郁郁的竹林和梯田上的茶园
之间。
在村口的一家便利店旁边，一间屋子
挂着“赶街”的牌子，屋子里陈设简单，只
有一台电脑、桌椅和两个蓝色塑料大盒
子，盒子上分别贴着“发件箱”和“收件箱”
的纸条，收件箱里堆着五六个纸盒和塑料
袋，是村民们网购送来的商品快递。村民
能网购，说来容易做着难。

独特的代购和配送

知村民来取货。
物流公司的仓储转运费用和给公交
车司机的费用都来自这 4 块钱，陈永生得
到的分成极其有限，但他的生财之道并不
仅限于此。
“ 我会通过各种返利网站来购
买商品，这样成交之后，会有 5%左右的现
金返回到我的账户，如果代购笔数多，金
额高，收入也不少。”

际情况让人眼前一亮。
方便、便宜，这些城里人看重的网购
优势当然也是农村消费者看重的一方
面。
“ 比如给茶树用的营养液，在网上买 3
包才 20 元，镇上一包就要卖十几块。”村
民吴仁强告诉记者。
但这并不是村民们热衷网购的最主
要因素。翻看陈永生的代购记录，你会惊
讶地发现，村民们最喜欢购买的商品并非
小村也有大市场
涉农物资，而是服装、鞋包这样的生活用
村民的网购热情颇为惊人。对正村 品，有人甚至一口气购买了 181 元的红色
的“赶街”网点 8 月建成，9 月和 10 月分别 单肩皮包和 145 元的针织连衣裙。还有
有 179 单和 162 单代购，而对正村的村民 些购买记录甚至有点“匪夷所思”，例如各
总数仅有 712 人。通过返利和分成，陈永 种各样的十字绣、网络作家唐家三少最新
生每月收入近千元。
“ 这就是一份可以做 的网络小说《斗罗大陆》的纸质书，还有一
个 201 元的三防远射手电。
“ 我便利店里
下去的兼职。”他说。
像对正村这样的村级“赶街”网点，在 的手电筒只有十块钱的，这种手电就算是
遂昌还有另外 36 个，
仅仅今年 9 月和 10 月 县城也没有。”陈永生说。
两个月，这 37 个网点就为村民提供网上代
从消费能力来看，随着农民收入的增
购 1 万余次，
代购金额约 20 万元。
加 ，他 们 的 消 费 潜 力 也 在 与 日 俱 增 。
尽管通盘计算，遂昌的“赶街”项目现 《2012 年中国消费风向标报告》显示，在
在还不赚钱，但主持这一项目的浙江遂昌 过去 1 年中，家庭平均月支出方面，我国
网店协会会长潘东明却并不担心：
“ 这一 四线城市和农村市场正处在增长爆发期，
模式现在看来是可行的，只要规模能进一 这为村级网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步扩大。”他口中的扩大规模，一是增多服
而从消费需求来看，按照电商专家黄
务网点，按照计划，到明年 6 月，遂昌将完 若的说法，我国在四线地区乃至农村，通
成 200 个村级“赶街”网点的建设；二是服 过互联网，农村消费者不但可以知道“市
务内容的扩大，随着村民对电子商务的熟 场上还有什么”，而且还能满足“我要什
悉，除了商品代购，未来赶街服务点还可 么”，使农村消费者的个性化消费也成为
以提供诸如手机话费充值、水电费代缴、 可能。随着各种类似“赶街”的模式突破
车票酒店代订、医疗就诊预约等多项服 农村网购“瓶颈”，广大农村地区消费潜力
务。方便、便宜，这些城里人看重的网购 有望得到更多释放。
优势当然也为农村消费者所看重。

“网购进村，谈了很多年，但实际运行
面临三大困难：一是村民缺乏网购技巧；
二是物流配送卡在‘最后一公里’；三是缺
乏可持续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
究中心主任汪向东如是说。然而，被遂昌
人称为“赶街”的农村网上代购服务项目，
正在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这些“卡脖子”
的老问题。
负责对正村“赶街”服务点的是村民
陈永生，他也是旁边便利店的老板，帮村
民网上代购只是一份兼职。他告诉记者，
村里想网购的人家一般会请他按照关键
词在网上搜出商品，然后坐在电脑前一页
页地挑选，挑好商品后由陈永生支付宝付
账买下，村民将现钱直接付给他，再多加
4 块钱。
有了这 4 块钱，村民们的包裹便会从
网络卖家手里发到遂昌县城里的“赶街物
流中心”，然后进入本地物流公司的配送
环节，对于县城附近的服务点，物流公司
最受欢迎的消费品
每天有专车配送，而像对正村这样的遥远
小村，则是由物流公司交给公交车司机，
农村网购的意义何在？其中又蕴含
由他们顺路带给陈永生，陈永生再电话通 着怎样的变化？从“赶街”中体现出的实

本报讯 记者李予阳、实习生胡昊报道：2013 年
11 月 13 日，由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主办、国际贸
易学会信用工作办公室承办的“中国企业诚信建设暨
信息化追溯峰会”在北京召开。
据介绍，商务部在北京等 10 个城市开展的商务诚
信建设试点工作内容包括确保商品质量、提升服务产
品、坚持诚信经营、树立商业品牌四个方面。下一步，
商务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商务诚信建设工作。
由商务部市场秩序司指导，建设开发并即将投入
运营的全国诚信经营示范企业商品追溯公共服务云平
台以云计算、物联网技术等全程追溯手段，借助移动互
联网，运用产品数字身份管理系统和产品信息移动管
理系统，对商品生产和销售环节的每一步细节都予以
记录、追踪和查询，使得诚信企业的商品真伪可辨、来
源可查、过程可溯，并将通过开放的接口和严格的管
理，在未来成为一个跨行业、跨部门、跨平台的综合性
溯源服务云平台。

从“菜园子”直通
“菜篮子”

11 月 13 日，在太原市平阳路，市民在一辆平价蔬
菜直销车旁购买蔬菜。太原市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启
动平价蔬菜直销车工程。平价蔬菜直销车从“菜园子”
直通“菜篮子”，减少了许多中间流通环节，蔬菜不但新
鲜，零售价也比市场价低 15%左右。
目前，太原市有 50 辆平价蔬菜直销车分布在多个
社区，2014 年将再投入 50 辆直销车，让更多市民吃上
新鲜、放心的平价蔬菜。
新华社记者 詹 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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