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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鑫报道：在日前召开的中
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工信部部
长苗圩表示，要出台完善促进信息技术推广应
用的政策措施，加大力度落实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推进纲要等政策，加强行业指导和组织协调。

苗圩指出，要增强产业创新能力，统筹使用
电子发展基金、技术改造专项基金等，加大对企
业创新活动的支持，努力在重点领域突破核心
关键技术。同时，积极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取得
显著进展，加强产业创新联盟建设；实施知识产
权和标准战略,发挥优势地区辐射带动作用，统
筹重大项目的合理布局。

“信息技术与传统技术相结合，能够产生更
强的关联和带动效应，使得传统产业的生产方
式与组织形态发生变革，不断创造新的经济增
长点，衍生新的产业形态，有效地提高经济增长
的质量和效益。”苗圩说。

苗圩指出，在实现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
业化道路转变、促进工业结构整体优化升级的
进程中，信息技术及产品在工业各领域及生产
各环节持续深化应用，综合集成度不断提升，与
汽车、船舶、机械装备、新型材料等产品加速融
合，为产业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
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信息技术将得到
更深入的应用，形成一批辐射范围广、带动作用
强的产业新增长点。

7 月 1 日，旅客手拿“毛泽东号”机车宣传册

准备登车。当天是铁路暑运第一天，经过整修

改造，“毛泽东号”机车结束 68 年货运列车的历

史，开始客运征程。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工信部部长苗圩——

加大信息技术推广应用力度

“毛泽东号”机车变客运

在为期 3 天的首批选房结束后，北京首个
摇号的自住房项目——金隅汇星苑发布选房结
果：在正选组 1882 户家庭中，有 1533 户到场选
走 1533 套房。其余 349 户，以“不到场”的方式
放弃了此次选房资格。

首轮选房结束剩余房源349套，其中一居室
80套，二居室 269套，三居室在选房首日就被一
扫而空。按此前开发商发布的备选组选房信息，
从 1883 号至 2182 号家庭将于 7 月 4 日到场选
房。因此次房源剩余超 300 套，第 2183 号至第
2482号备选家庭还将于7月5日参加递补选房。

位于东五环和朝阳北路交叉口的汇星苑地理
位置优越，售价也比周边商品房低一半。为何在
弃选家庭中，不乏选房顺序非常靠前的中签家庭？

从正选组选房情况看，弃选率约为 18%。
金隅嘉业负责人表示，不到两成人放弃在预料
之中,据其统计分析和电话调查，弃选绝大多数
由于经济原因。其中，保障房轮候家庭的弃选
比例远高于京籍无房户。

按照北京自住房的申请条件，优先选房的
家庭包括正在轮候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
房的家庭。按北京市保障房申请的最宽限额
——公租房的申请标准，即三口及以下家庭年
收入 10 万元（含）以下，即便这些家庭能承担最
低 40 万元的首付，其年收入也很难符合银行及
贷款要求。接下来北京还将有更多价格相对更
低的自住房项目陆续摇号，在北京市住建委公
开信息中，除 3 个项目定价为每平方米 2.2 万元
外，其他项目售价均在 2 万元以内，个别项目每
平方米售价甚至不足万元。因“买不起”而弃选
的家庭，有望在这些项目中圆安家梦。

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参与首个自住房项目
摇号，只是选择之一。是“撞大运”购买物美价
廉的自住房，还是购买可能即将迎来价格“拐
点”的商品房，他们有充裕的选择空间。

北 京 首 个 摇 号 自 住 房
项 目 正 选 结 束

349个家庭弃房多因“买不起”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在 2014 中国快递行业（国际）发展大
会上，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刘君透露，2013
年，我国快递行业完成业务量 91.9 亿件，连
续 5 年平均增长率达 43.5%，业务规模跃居
世界第二；最高日处理量突破 6500 万件；
从业人员超过 100 万人。快递业，正日益
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匹“黑马”。

“走出去”成新亮点

“80后”卖家陈晓多年来一直在淘宝店
从事电商业务，刚起步时，她主做国内市
场。2012 年跨境电商被热炒，让原本已处
于发展瓶颈的她看到了曙光。于是，她就
在阿里巴巴速卖通注册了店铺，自己负责
货源和订单，妹妹负责与买家沟通。如今，
她的网店月销售额已突破 6 万美元。“原来
的淘宝店铺早就关掉了，传统渠道的竞争
越来越白热化，想盈利就必须尝试新的业
务手段。”陈晓说，在转战跨境电商业务后，
她的快递合作伙伴也从申通、中通、韵达等
民营快递改为了中国邮政速递物流。陈晓
坦言：“不是我想换合作伙伴，主要是因为
多数民营快递没有国际业务。”

其实，民营快递也看到了跨境电商带
来的巨大商机，开始把目光转向跨境物流
服务，“走出去”成为我国快递发展的新亮
点。去年以来，众多民营快递积极开拓海
外市场。比如，宅急送与英国皇家邮政集
团旗下的 GLS 快递开展战略合作，开通了
欧洲商务包裹快线；百世汇通与国际快递
企业合作，全网开通国际快件业务，覆盖了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圆通牵手 CJ 大韩通
运，推出中国内地至韩国全境统一收费的
快件服务；顺丰则把直营的国际件业务范
围扩大到了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
区。申通快递副总裁熊大海表示，驱动快
递加快“走出去”步伐的正是市场的变化，
也是客户的需求。

据统计，截至 2013 年底，获得国际快
递业务经营许可的中国企业已达 371 家。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网
民数量的增加、支付手段的丰富及快递服
务的完善等，我国快递企业“走出去”的步
伐将更加稳健。

在今年的快递行业发展大会上，记者
发现，在加快“走出去”的同时，快递企
业也开始从单一的速递服务转向仓配一体
化的综合服务，凸显出快递业发展的新方
向。韵达快递业务经理郭鹏程告诉 《经济
日报》 记者，仓配一体化服务是指为客户
提供一站式仓储配送的服务，韵达快递就
联合众多第三方物流公司，面向电子商务
行 业 、 生 产 及 零 售 业 ， 为 客 户 提 供

B2B、B2C、C2C 等专业物流解决方案。
另外，申通快递也针对电子商务经营中有
仓储、加工、配送需求的商家推出了仓配
一体化服务，实现与上下游企业的无缝
对接。

科技应用提升体验

6 月 24 日上午，北京白领关梅给青岛
的朋友潘振寄了一份快递。当快递员将关
梅填写的快递面单扫描到系统之后，潘振
的顺丰手机客户端上，马上跳出了一条信
息：“您有一单快件从北京发出。”潘振轻点
手机屏幕，就可以查询到快件的运送状态
和预计到达的时间，当他收到快件时，还可
以给派件员打个分。

目前，使用微信、微博查询快件，利用
智能手机、IPAD 等移动终端在线下单、查
询快件、网点信息，以及完成投诉等“口袋
式”微服务已经并不鲜见。在快递行业发
展大会上，记者还看到，很多快递企业利用
科技手段来保障快件的时效。郭鹏程介绍
说，目前，韵达快递在上海地区投放了 24
小时自助取件机，方便客户自助取件；而通
过 GIS（地理信息系统）定位，分拨中心也
能提前预判每日的工作量。

不过，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副总经理龚

福照表示，自 2007 年开始连续 7 年对快递
服务满意度开展的测评数据显示，虽然服
务能力持续增强、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但我
国快递行业的价格竞争仍然日趋激烈，企
业经营方式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管理水
平更是亟待提高。

刘君表示，国家邮政局将大力推进快
递西进、快递下乡工程，实施“引进来”和

“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战略，积极促进快
递与制造业联动发展，继续强化快递对网
络购物的支撑作用，着力解决快递末端服
务瓶颈，同时，在行业安全监管、诚信体系
建设、服务标准落实、自律机制完善等方面
也将出台一系列政策。

引领服务业快速发展

近 10 年来，我国快递行业可谓是发展
迅猛。一组数据可以证明：2013 年，我国
快递产业规模达 1441 亿元，支撑了我国
1.3 万亿元的网购额；快递行业的 100 万名
从业者，服务着我国 3.02 亿名网购消费
者。另外，预计今年我国快件总量将达 128
亿件，居世界第一。

王东方的创业故事为快递业的迅猛发
展写下了很好的注脚。曾经的快递小哥王
东方 2001 年来到北京，2006 年承包了一

个跨地网点，现在，他的网点已经发展成
有 100 多人的快递公司。“我能有今天的
成就，和我国快递行业整体健康发展的大
气候是分不开的。”王东方感慨地说。据
统计，近年来，我国快递业每年新增就业
岗位 10 万个以上，每天直接服务 5000 多
万名快递消费者。2013 年，快递业务收
入占 GDP 比例达到 0.25%，这一比例连续
3 年实现提升；快递业务收入增长率达
36.6%，是当年 GDP增速的近 5倍。

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曾表示，综合
研判宏观经济形势和邮政业发展态势，未
来 10 年将是快递服务大有作为、大有前途
的战略机遇期。根据国际经验，快递业占
GDP 的比重在 0.17%到 0.6%时，其发展速
度是 GDP 增速的 2 到 3 倍，处于快速发展
阶段；占比超过 0.6%时，则进入平稳发展
阶段。从数据来看，我国快递业过去 10 年
年均增长 32%，正处于第一个阶段，未来 8
年只要保持两位数增长，就可以进入更高
层次。

专家表示，快递在带动电子商务、现代
物流业发展，提升制造业竞争力，促进贸易
和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
转变和促进社会就业中，正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基础性作用。

快递强势增长 “黑马”求变心切
本报记者 谭 辛

年均增长 43.5%的快递

业，绝对可称得上是经济发

展中的一抹亮色。尤为令

人欣喜的是，随着业务量迅

猛增长，快递业根据市场需

求，通过科技引领服务提

升，更是向跨境物流和仓配

一体化综合服务发展，并开

始越来越多地带动电子商

务、现代物流业发展，提升

了制造业竞争力，促进了贸

易和投资——

本报上海 7 月 1 日电 记者沈则瑾报
道：7 月 1 日凌晨，备受关注的《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
施（负面清单）（2014 年修订）》终于出炉，较
之 2013 版负面清单，新版清单大幅“瘦身”，
其中特别管理措施由原来的 190 条调整为
139条，调整率达到 26.8%。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自贸区管委会常
务副主任戴海波在 7 月 1 日下午举办的说
明会上介绍，新版“负面清单”有 3个特点：

一是开放度提高。从开放的角度看，取
消了 14 条管理措施，放宽了 19 条管理措
施，与 2013 年相比，进一步开放的比例达
17.4%。

被取消的 14 条管理措施中，服务业和
制造业等领域各占 7 条，包括取消对进出

口商品认证公司的限制、取消对认证机构
外方投资者的资质要求、取消对投资 400
吨及以上轮式、履带式起重机械制造的股
比限制等。

在放宽的19条管理措施中，涉及制造业
领域9条，基础设施领域1条，房地产领域1条，
商贸服务领域 4条，航运服务领域 2条，专业
服务领域 1条，社会服务领域 1条。例如，原

“限制投资原油、化肥、农药、农膜、成品油
（含保税油）的批发、配送”放宽为“限制投资
农药、农膜、保税油的批发、配送”等。

二是透明度增加。2013 版负面清单中
无具体限制条件的 55 条管理措施大幅缩减
为 25 条，并明确了部分无具体限制条件管
理措施的条件。如明确了投资直销的条
件，即投资者须具有 3 年以上在中国境外

从事直销活动的经验，且公司实缴注册资
本不低于人民币 8000 万元；明确了投资
基础电信业务的条件，即外资比例不得超
过 49%等。

三是与国际通行规则衔接。根据国际
通行规则，对 2013 年“负面清单”中 14 条对
内外资均有限制或禁止要求的管理措施，不
再列入“负面清单”，主要涉及高耗能、高污
染的制造业领域等。

记者将两个版本的负面清单比较后发
现，一些常见的投资领域限制或禁止措施不
见了。比如，“禁止投资色情业”、“禁止投资
博彩业”等条款从 2014 版负面清单中移除
了。戴海波解释说，这并不意味着自贸试验
区将放行这些领域，而是对这些领域的投
资，不管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采取一

样的限制举措，不必列入“负面清单”。
此外，2014 版负面清单将行业分类代

码调整到管理措施的后面，并将涉及不同代
码的同一行业不同环节的相关措施作了统
一表述，以便投资者能够更清晰地理解相关
管理措施。同时，为了方便投资者查询，在
管理措施前面还统一加注了序号。

还有，2014 版负面清单继续采用了我
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作为分类标准，并将
农业、采矿业、金融服务、电信服务、航空服
务、基础设施等涉及资源、民生和国家安全
的领域以及中药、茶叶、黄酒、手工艺品等我
国传统产业领域的管理措施予以保留。同
时，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原则，对于内外
资均有限制或禁止要求的管理措施，不再列
入负面清单。

更 开 放 更 透 明 更 接 近 国 际 规 则

上海自贸区2014版负面清单大幅“瘦身”

当前，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

下，快递业务收入却以 5 倍于 GDP 的增速

持续发展。可以说，快递业的确是一个朝

阳的产业。但不能忽视的是，目前我国快

递业存在诸多问题。如，价格战愈演愈

烈，快件单价逐年降低。据北京零点调查

公司统计，快递平均单价从 2009 年的 25.8

元降到 2013 年的 15.7 元。另外，“最后一

公里”问题和投诉问题也长期困扰着快递

行业。

如何让快递业这个曾经的行业“草根”

变成经济“大树”、实现更好的发展？加强

服务是关键。

首先，快递企业要转变观念。目前价格

战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快递企业

自身造成的。为追求客户总量，在与同行的

竞争中取胜，快递企业大多互相“较劲”、拼

命压低单件价格，而全然不考虑提供差异

化服务等竞争手段，使得价格战愈演愈烈。

其实，快递业竞争不能以牺牲服务质量为

代价，应该向拼服务、严管理转变。

其次，企业应该加大软实力投入，提升

管理水平。目前，国内很多快递企业还在

采用“人挑肩扛”式的分拣方式，信息化程

度较低，相比国外同行还存在很大的差

距。此外，不少快递企业面对客户投诉，在

管理上还是基本靠罚。快递企业提升管

理，一方面，应该逐步配备满足自动化、信

息化处理需求的设施设备，提高业务操作

的现代化水平；另一方面，应放弃以罚代管

的粗放管理方式，转向提升每一个环节的

效率，加强培训，建立标准，优化管理制度。

再次，国家有关部门须加强服务监管

力度，完善行业规则。特别是在愈演愈烈

的价格战面前，尤其要注意服务质量的监

管，推动快递行业建设并完善自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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