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 2015年7月21日 星期二 11

随着消费互联网的不断成熟，电商也面临着“成长的烦

恼”。要迈过这道门槛，离不开作为“幕后英雄”的电子商务

服务商——

本版编辑 来 洁

为电商升级“添柴加火”
本报记者 陈 静

能源互联网是能源行业最大的“风口”之一，将催生出
新的生产业态、商业模式和增值空间。它以特高压电网为
骨干网架，以输送清洁能源为主导，能够真正实现电力能源
按需传输和动态平衡使用，有效解决清洁能源发电随机性、
间歇性问题，实现各地集中式电源与泛在分布式电源的优
化接入和高效消纳，更可靠地保障能源供应。

7月4日，南瑞集团旗下普瑞工程公司完成厦门柔性直
流输电示范工程首批物资发运。柔性直流输电是新一代高
压直流输电技术，可以提升对清洁能源的消纳能力，支撑能
源互联网建设。

南瑞集团总经理奚国富认为：“坚强和智能并重是能源
互联网发展的基本要求，一方面要建设坚强电网网架，提高
电网的输电能力，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清洁优质的电力保
障；另一方面要提高电网智能化水平，构建灵活高效的能源
供应和配置系统，促进智能用电互动化。”

以南瑞集团为代表的企业已经在能源互联网领域进行
布局。南瑞作为智能电网技术龙头，在电力自动化领域已
有充分布局，凭借电网入口优势拓展到能源互联网各环
节。以电动汽车领域为例，南瑞参与建设的电动汽车充电
站已达百座，充电桩1万多个，逐步建成了完善的充换电服
务网络。

而全球和跨区能源互联网的规划和建设，可为国内特
高压等电工装备走出去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近年来，南瑞
集团承担了菲律宾多个光伏电站、老挝国调大型总包项目
以及巴西集控中心调度EPC等重点项目。在灵活交流输
电领域，南瑞凭借领先技术打破跨国公司封锁，推动国产自
主创新技术串补装置走出国门，先后承担了越南、巴西、埃
塞俄比亚等地从220千伏到500千伏多个串补项目等。近
期，南瑞又连续第五次中标泰国城市电力公司24个变电站
二次总包项目，连续三年承担了该公司全部81座变电站新
建及改造工程。

奚国富介绍，通过海外产品直销及工程总承包等方式，
南瑞集团实现了自有产品在国际市场不断突破，2014年新
签海外合同 35.2 亿元，同比增长 15%。业务领域从最先

“走出去”的电力自动化和继电保护产品发展到柔性交流输
电、光伏电站、水电、电力工程总包等业务。

目前，国家正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
及多条跨国、跨洲经济走廊的建设将推动经济带国家电力
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其用电增长需求。南瑞正在加强沿线
多个国家的商务环境调研，建立与政府及行业机构的业务
联络渠道，为加快实施能源互联网建设营造更为有利的外
部环境。

仁和全产业链拥抱“互联网＋”

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的能源互联

网将催生出新的生产业态、商业模式和增值

空间——

能源互联网正谋篇布局
本报记者 杨国民

本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仁和集团近日在第二届
“reMED2015 重构医疗生态”高峰论坛上对外宣布，全
面拥抱“互联网＋”，通过构筑“叮当大健康互联网产业
链”，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安全、价廉的智能健康管理
服务。

一直以来，受医疗体制、流通体系、技术创新等诸多
因素影响，消费者期盼的快捷、优质、经济的医药医疗健
康服务之路可谓步履维艰。而伴随着医疗、医保、医药改
革的深化，以及移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
背景下的智能健康管理服务正在积极谋求突破。

据悉，2014 年以来，仁和集团开始用互联网思维，启
动从工业到连锁、消费者、健康服务的全产业链整合，以
及从传统生产型企业到互联网企业的跨界整合。1 年
间，仁和通过发起创立“和力物联网”，打造集原料、辅料、
包装材料及生产设备等为一体的 M2F 平台，让传统核心
资源与互联网结合。此外，仁和还积极通过 B2B 平台，
解决零售终端分散采购药品导致的成本较高、及时性较
差等问题；同时建立 O2O 模式，借助旗下叮当快药 APP
解决患者购药价格较高、便利性较差等“痛点”，在最短时
间内将药品送到客户手中。

互联网思维正在深刻影响传统乳品
企业的生产销售。在日前举办的 2015 河
北奶业发展高峰论坛上，由君乐宝乳业和
爱尔兰凯爱瑞等全球婴幼儿奶粉供应链
巨头共同发起的“优质优价奶粉保障联
盟”正式成立，这是全行业首个针对婴幼
儿奶粉的品质保障联盟，成为国内乳企与
电商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互联网+”战略对乳企产生了哪些影
响，未来发展趋势如何，记者采访了相关
乳企的负责人及专家。

高效安全生产

记者在君乐宝旅游观光牧场发现，作
为当前国内领先的大型现代化牧场之一，
君乐宝在牧场建设、奶牛养殖、奶牛品种
等方面都运用了最新的大数据和云计
算技术。记者在优致牧场挤奶大厅参观
时看到，该牧场运营的各项指标均通过智

能屏幕实时显示，当天所产原奶的微生物
指标和体细胞指标等均远远优于欧盟标
准。

随着集感知、传输、控制、作业为一体
的智能养殖系统不断涌现和完善，自动
化、标准化、智能化和集约化的奶牛养殖
技术不断取得突破。

在君乐宝牧场，养殖场管理人员只要
打开电脑就能控制牲畜的饲喂、挤奶等工
作。“饲料营养价值数据库是奶牛精细饲
养技术的重要基础，营养需要预测模型建
立在大量营养、饲养试验的基础上，包括
奶牛年龄、体重、繁殖、产奶量、运动等因
素与各种营养需要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君
乐宝牧场已经建立了奶牛精细饲养、生产
管理的数字化系统，可以加快奶牛营养学
研究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推进生产过程
的动态管理，提高奶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比
例。”君乐宝集团总裁魏立华说。

借助互联网技术进行奶牛养殖的不

止君乐宝一家。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
永好展示了他们的“奶牛网络远程饲料
配方系统”数据库。“新希望集团采用的
配方系统是通过建立实体与实体之间
的联系，建立 E-R 模型，在此基础上按
照一定的规则换成相应的关系模式，获
得‘基于精准饲养的奶牛网络远程饲料
配 方 系 统 ’的 表 结 构 。 根 据 系 统 的 结
构，将系统实体分为饲料成分实体、饲
养标准实体、配方优化实体、奶牛信息
实体和系统支持实体共 5 类，并由此可
以精确计算出奶牛养殖所需配方。”刘
永好说。

提高用户黏性

“在移动互联浪潮下，个性化产品也
需要创新营销。”刘永好说，“有很多家庭
希望养我们的奶牛，能够实现 24 小时监
控，并将每头牛产的奶快递给亲友，这一

切在手机微信上就可以解决。”
中国奶业协会会长高鸿宾表示，蒙

牛、伊利、三元和新希望等大型乳企都在
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等互联网渠道“狠下苦
功”，每天都会更新内容，包括新产品、新
资讯以及与粉丝互动等活动，并通过建
立大数据分析中心，精准了解客户的需
求。“大型乳企各下属品牌都在积极打
造其微信、微博品牌；并通过与支付宝
合作，线上卖牛奶。新希望乳业与顺丰
优选在大理合作推出了首款针对互联网
定制的牛奶‘云牧场’。互联网应用给
乳企带来了销售渠道上的全新优势。”
高鸿宾说。

君乐宝乳业奶粉事业部总经理刘森
淼告诉《经济日报》记者，“目前婴幼儿配
方奶粉市场增量的 60%来自于电商渠道，
君乐宝主推电商渠道，去年仅用 8 个月就
达到 1.5 亿元的销售额，正是借互联网‘风
口’获得了‘起飞’。”

“去年，我们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
区 一 共 培 训 了 1525 个 人 ，他 们 开 了
1212 家 网 店 。 但 这 个 数 字 没 什 么 意
义。”嘉兴商晖培训有限公司是一家电
商人才培训机构，总经理王文辉的话让
人颇为意外。“因为他们没有货源，不知
道卖什么，更不知道如何吸引人气。基
层电商能不能做好，关键还是要看服务
商。”

正如王文辉所说，随着消费互联网
的不断成熟，电商的门槛也在水涨船高，

“自发生长”的电商们由此面临着一系列
“成长的烦恼”，而作为幕后英雄的服务
商们则成为一支新兴的力量。

服务商们是谁，它们在做些什么，又
将为传统企业触网和电子商务转型带来
怎样的新面貌？

让电商更专业

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这样描绘电
商服务商，“模特、设计、包装、策划、运
营、行销、数据分析、客户管理等，都是电
商服务商的业务范围，未来还将有围绕
传统产业集群的转型和农村电子商务上
行的打包服务。电子商务未来的发展方
向就是发展电子商务服务业，并以此支
撑商业业态的创新。”

电商服务商究竟能做些什么？浙江
省诸暨市开元村开设网店的李兴栋表
示，除了让图片更美观、页面更吸引人这
些“小打小闹”外，更重要的是帮助网商
吃透“游戏规则”。“很多门道过去一直搞
不明白，从今年开始，我开始用本地一家
叫‘猫头鹰网仓’的服务商，帮我投放广
告、参加聚划算、手机淘宝之类的活动，
日销售从 100多单提升到 1000多单。”

做活动是电子商务服务商们的一项
重要职能，但在杭州文远科技公司总经
理余斌看来，随着电子商务大环境的成
熟，目前对服务商综合服务能力的要求
正在不断提升。“我们做临安县域电商的
打包服务，这意味着，我们不光要策划大
型活动，帮助企业和电商平台对接，还要
提供运营服务，送技术服务‘下乡’。比
如我们成立了电子商务技术服务下乡流
动小分队，在每个月的 10 日、20 日定期
把技术团队、技术人员输送到开网店的
农民家里。”

将电商服务商“打包”，形成公共服
务平台，则被视为另外一条提升服务能
力的“捷径”。

为了提升电子商务服务商的综合服
务能力，各地的电商产业基地应运而
生。来自电商大省浙江的数据显示，
2014 年，全省电商产业基地近 200 家，
其中建成并投入运营的达 158 家，同比
增长 80%。这些产业基地都整合了电

商企业和多种类型的配套服务商，帮助
电子商务从碎片化、分散化向集约化、统
筹化发展。

浙江省桐庐县县长方毅告诉记者，
桐庐现在建起了 3 个县级核心电商产业
园、6个乡镇孵化园和 8个本地电商支撑
平台。在他看来，电商服务商就像是树
木成长需要的阳光、雨露和土壤，“通过
整合公共服务，才能为电商发展提供全
生态支持”。

为创新模式“探路”

“电商服务商正在变‘重’，更深地
介入整条供应链。”宁波云盟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CEO 王文庆感触颇深，这家
公司原本的主体业务是开展电商培训，
但从去年开始，它开始转变自己的主营
业务。“我们甚至为农产品的生产者提
供分拣服务、建立标准。同时还在宁波
参与了 O2O 项目，帮助农村电商进行区
域配送。”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电商的形
态在发生变化，对服务商也提出了更
高要求。新疆果业集团副总经理杨永
翔同样在以服务商的身份整合着整条
供应链。利用新疆果业的线下网点，
他们向网上开放了布局在全国中心城
市的物流仓储体系，“这样，即使在华北
和华东的顾客也能实现当日网购、次日
送达”。

淘宝大学资深经理刘国峰告诉记
者，服务商的角色正在从 原 本 的 信 息
服 务 向 更 深 入 的 资 源 整 合 转 变 。“ 简
单 来 说 就 是 ，整 货 、整 配 套 和 整 资
源 。 如 果 说 过 去 电 商 服 务 商 是 帮 助
网商们将生意做得更好，那么随着它
们不断投入线下资源，将给电商带来全
新的面貌。”

这其中就包括农产品的溯源体系
和传统电商的品牌建立。刘国峰表示，
可视化的溯源体系将成为未来电商服
务商的一大突破口。“不仅是可视化的，
还要让消费者了解商品背后的数据、产
地和等级。比如宁夏枸杞到底产自宁
夏哪里，在当地的农产品测评中处在什
么标准等等。这其实也是供应链的精
细化管理。”

春舞枝电子商务公司总经理张普告
诉记者，他们正在尝试帮助网商们“讲故
事”，其实就是建立品牌，以此拉高“微笑
曲线”的嘴角。在福建三明，张普尝试整
合品牌团队，通过塑造品牌把重点品类
挖掘出来，“目前电商竞争的同质化非常
严重，我们希望通过打造地标，建立标
准，并且深度挖掘出产品的特质”。

以前采访“淘宝村”时曾发现，年销

量 1000 万元对农村网商来说是个关键

节点，不少店主都告诉记者，到了这个数

字，再向上突破很困难，“不知道劲儿该

往哪里使。”农村电商之外，传统产业“触

网”，一样经历着从单个企业突破向产业

集群整体迁徙的转变。和传统产业一

样，自发生长的电子商务达到一定体量，

也要面对转型升级的问题。

随着“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各地发

展电子商务的决心和热情都很大。但随着

我国消费互联网的高度成熟，电商已经成

为一种综合能力的考量，需要的不仅仅是

物流、仓储等基础设施和设计、运营等基本

能力，更需要的是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单

纯依靠市场淘汰的“野蛮生长”，不但很难

突破，还往往意味着资源的浪费。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用好服务商就

显得格外关键。特别是对于基层政府来

说，有经验、综合性的电商服务商，意味

着能够成为“智囊团”，为地方电商发展

提供一张“行军路线图”。比如如何选择

特色商品，支撑环节如何建设，以及人才

回流如何吸引等等，这些都需要有明确

的“打法”，并且能互相支撑形成体系。

对于发展电商经验不足、互联网技能有

限的地方政府来说，选择部分服务外包，

既可以少走弯路，更能够在差异化竞争

的道路上占领高起点。

除此之外，整合服务商、打造公共服

务平台，也是目前区域电商突破的重要

一步。记者在各地采访时发现，广大农

村网商和传统企业转型而来的网商，都

已开始自发寻找服务商服务，但很多网

商对服务商提供的服务了解有限，也不

知道去哪里能够获得这些服务。在服务

商和网商之间，亟需建立一座桥梁，帮助

供需对接。电商产业基地和产业园能够

在线下解决部分问题，但考虑到服务商

落地基层的难度，同样需要发挥互联网

的优势，重视线上服务平台的搭建。

此外，还要特别注重引入移动互联

网的电商服务商。随着互联网服务向移

动端迁徙，电商同样面临着移动化。移

动电商不仅是终端的变化，更是电商运

营思路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化，也在

客户关系维系和营销上对网商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比起传统的淘宝开店，要切入

移动电商更需服务商们的支持。

只有政府、平台、服务商、网商四者

形成合力，真正拧成一股绳，电商的明天

才能更精彩。

让乳企借互联网风口起飞
本报记者 崔国强

7月16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首家电子商务、物联网、

金融相融合的溯源牛羊肉交易平台——新思路电子商务平

台上线。该交易平台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模式和现代冷链

物流，将健康、优质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牛羊肉制品直接送入

家庭，还可以追溯肉产品的产地、牛羊种、放牧记录、屠宰加

工等从养殖到餐桌的全程信息。新华社记者 任军川摄

锡林郭勒优质牛羊肉交易平台上线

用好服务商“智囊团”
安 之

电商服务商能做的事很多：既

可以让网店页面更吸引人，也能策

划大中型活动、送技术下乡，这些

最终都是为了帮网商们把生意做

得更红火

移动互联网推动着服务商们

从原本的信息服务向更深入的资

源整合转变，整货、整配套和整资

源。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建立农产

品溯源体系和电商品牌

服务商服务商正在改变包括农村电商在内的正在改变包括农村电商在内的

网商生态网商生态。。图为农村消费者正在体验网商图为农村消费者正在体验网商

““美妆下乡美妆下乡””服务服务。。 安安 之之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