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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集团日前发布 2017 财年第
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京东一季度
净收入达 762 亿元（约 111 亿美元），
同比大涨 41.2%；净利润 14 亿元，超
2016年全年的10亿元。这是京东在
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以来第一次实现
单季度盈利，堪称京东发展历程中的
一大里程碑。

从北京中关村电子卖场的一个
摊位起步，到今天跻身全球十大互联
网公司，京东有太多的“第一次”值得
铭记：2014年成为中国第一家在美成
功上市的大型综合电子商务公司；
2016 年成为中国第一家且唯一入选

《财富》世界 500 强的互联网企业，一
举打破中国互联网企业长期缺位世
界500强榜单的历史⋯⋯

“京东过去10年的成长靠的是提
高效率，降低成本，关注用户体验，为
用户和社会创造价值。”京东集团董
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说，

“未来 10 年，我们要有中国新经济推
动者的使命感、帮助中国制造业‘走
出去’的责任感，更要有代表中国企
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荣誉感，将优质的
中国商品递送到世界各地的消费者
手中”。

渠 道 下 沉
到农村寻找新的市场空间

一直以来，农村市场都是消费的
短板。一方面，在需求端，由于优质
商品匮乏、物流服务落后等问题，农
民购买力长期得不到有效释放；另一
方面，在生产端，农产品销售渠道封
闭、手段单一，制约了农民增收和农
村经济的发展。打通工业品下乡、农
产品进城的双向渠道，农村电商恰是
一个出口。

2014 年，京东提出渠道下沉战
略，通过自营的县级服务中心、密布
乡间的乡村推广员以及合作式的“京
东帮”服务店在全国铺开农村电商的
基础网络。京东的目标是让农村消
费者享受到和城市一样的优质商品，
让农村的优质农产品更加顺畅地走
上城市消费者的餐桌。

“京东帮”四川都江堰服务店的李
安平是最早一批加入农村电商队伍的
人。他至今仍记得，小店刚开业时，一
位70多岁的老人走进店里，把一张纸
递到他手里，上面抄着几个家电型
号。原来，老人正在给孙子准备新房，
白天坐车转了县里好几个家电城，抄
下了每款商品的价格，晚上到他的店
里一比较才发现，几件家电一共能省
1800多块钱。从那以后，四里八乡的
农民渐渐成了小店的常客。

帮助农民更快实现消费升级仅
仅是电商的贡献之一。对农民来说，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销售升级。这也
是京东农村电商战略的核心——为
农产品进城提供平台与通道。

农产品电商创业者张春明在东
北农村长大。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春
明接触到京东的乡村推广员，通过互
联网电商把东北大米直销到全国的
想法油然而生。在京东技术、物流等

部门的帮助下，2015 年秋，“小鸡啄
米”系列品牌的无公害大米上线销
售。随着生意越来越火红，如今线上
销售已占到“小鸡啄米”销售量的
80%以上。县城里的快递配送员说，
现在光他一个人每天发到全国各地
的包裹数量就比周边几个镇加在一
起还要多。

依托数万乡村服务店、乡村推广
员组成的网络，京东“工业品下乡”

“农产品进城”战略真正下沉到农村，
与亿万农民的日常生活与生产劳作
交融在一起，让电商红利切实惠及农
民与农村。

扬 帆 出 海
助推更多“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2014 年赴美上市是京东迈向国
际化的重要一步。

实际上，从 2012 年起，京东就开
始涉足海外业务。“海外消费市场正
在快速发育，不同国家的消费者由于
文化背景等因素对电商的认知不同，
但 他 们 毫 无 例 外 都 表 现 出 极 大 兴
趣。”京东海外业务拓展经理安菲说，

“通过电商平台买到来自中国的商
品，在得到品质保证的同时还能享受
促销和折扣的优惠，这是电商吸引海
外用户的最大优势”。

如今，在俄罗斯、乌克兰、波兰、
澳大利亚⋯⋯越来越多的外国消费
者通过京东买到了中国的产品，认识
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京东大数
据显示，手机、电脑、电子配件、家居
用品是最受海外市场欢迎的中国商
品，国产的智能产品、汽车配件等也
通过电商平台走出了国门。

“随着海外业务战略的不断推
进，京东越来越受到海外消费者的关
注，许多本地供应商一改最初的迟
疑，主动寻求合作的机会。”安菲介绍
说，尤其是最近，她明显比以往更加
忙碌，因为一年一度的“618 购物节”
马上就要到了。随着京东全球业务
扩展，海外市场对这场年中促销的期
待也逐步升温。

京东海外业务的高速发展，离不
开高效跨境物流服务的支撑。目前，
京东跨境进出口物流网络在广州、上
海、宁波、杭州、郑州、重庆、天津设立
了 8 个保税备货口岸，在北京、上海、
广州设立了 3 大跨境直邮口岸，构成
了一个完整的跨境生态版图。在海
外，京东跨境进出口物流网络覆盖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300 多条国际
专线，海外 TC 仓遍布荷兰、英国、法
国、德国、日本等国家。

技 术 创 新
X+Y驱动企业智慧转型

今年初，刘强东在京东年会上
宣布，下一个 12 年，京东将加快技术
转型，用技术改造第一个 12 年建立
的商业模式。在京东 的 决 策 层 看
来，技术的高速发展会影响全球所
有企业，如果今天不做好准备，未来
就会有一批又一批跟不上时代的企
业被淘汰。

2016 年 3 月份，京东 X 事业部成

立，这是一个以智慧物流为主要研发
方向的团队，包括京东自主研发的无
人仓、无人机、无人车3个自动化技术
都诞生在这里。8个月后，京东又成立
Y事业部，目的是重构智慧供应链，利
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推
动核心电商业务升级。

很多人并不理解，一家以零售为
主营业务的公司为什么要在技术层
面加大投入？在京东集团 CTO 张晨
看来，这两个颇具神秘感的字母部门
代表着京东的未来，“X+Y”的组合就
是京东技术转型的两个方向，即通过
智慧供应链和智慧物流构筑公司的
竞争优势。

在京东 X 事业部的智慧物流实
验室里，记者看到一个由机器人、人
工智能算法和数据感知网络组成的
全自动仓储场景。京东 X 事业部负
责人肖军透露，“无人仓”是京东自主
研发的定制化、系统化整体物流解决
方案，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在
控制算法、机械结构、应用场景等方
面取得了大量技术突破与创新，已累
计专利申请超过100件。

智能搬运机器人是京东技术创
新的代表性成果。这个貌似扫地机
器人的自动导引小车，最大载货量可

达300公斤以上，最长可工作8小时，
不仅能实现货物在库房内的搬运，还
能自动避障与自主规划路线。研发
工程师告诉记者，在这个“无人仓”
中，除了搬运机器人，还有货架穿梭
车、分拣机器人、堆垛机器人、无人叉
车等多个物流机器人协同工作，机器
人的融入将改变整个物流仓储模式。

“成为国民企业，为社会创造更
大的价值”，这是京东给自己定下的
愿景。如今，京东在全球拥有超过12
万名员工，服务超过 1 亿个家庭和近
2.4 亿的消费者，在中国覆盖了 30 万
个村庄、乡镇。

“如果说珠穆朗玛峰是我们的目
标，我们现在只是刚刚来到珠峰大本
营，前面的路还很远、很长。未来，我
们希望能服务于全球的消费者，让更
多中国品牌享誉世界。”刘强东说。

图①① 在京东智慧物流实验室，
智能搬运机器人正在工作。

本报记者 祝 伟摄
图② 京东全球购上线以来，吸

引了近 2 万个国际品牌入驻，业务覆
盖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图为京东全
球合作伙伴代表合影。

（资料图片）

近日，贵州省规模最大的屋顶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贵州威宁五
里岗产业园区 13.67MW 项目”并
网发电。该项目由南方电网公司
旗下大型节能公司南网能源公司
投建。随着该项目的投建，南网能
源公司已投产的分布式光伏项目
达 57 个，总装机容量约 350MW。

在全球范围内，非可再生能源
储量正以每年 150 亿吨标准煤的
速度减少。面对能源消耗的爆发
式增长和大众对美好环境的期待，
南网能源公司自 2010 年成立以
来，就致力于提供绿色的一站式综
合能源解决方案。短短几年间，该
公司已位列“全国节能服务公司百
强”榜单第二名，并成为全球最大
的分布式光伏开发、投资、建设及
运营商。

光伏应用的春天来了

2013 年前后，我国光伏事业
刚刚起步，国家接连出台促进光伏
产业健康发展的系列政策及规范，
并第一次明确了分布式光伏项目
0.42 元每千瓦时的补贴，持续时间
为 20 年。

“当时我们就感觉到，国内光伏
应用发展的春天要来了，必须要抓
住发展的机遇。”南网能源公司新能
源事业部总经理翁军华说。

第一个项目“白鼠”是美的集团
顺德制冷工厂 32MW 屋顶分布式
光伏项目。在没有成熟商业模式可
借鉴、没有现成管理模式可参考的
情况下，南网能源大胆采用合同能
源管理模式，试水开发了这个当年
亚洲单个厂区最大的屋顶分布式光
伏项目。仅用了 4 个月的时间，该
项目就圆满实现投产发电，并在
2015年斩获全国唯一一个“中国分
布式能源优秀项目特等奖”。

登上美的顺德制冷顺德工厂 13 栋建筑 33 万平方米的屋
顶，太阳能光伏板一字排开，蔚为壮观。太阳能正源源不断地
转化为工厂生产所需的绿色电力，未来 25 年合同期内将为美的
带来 7.64 亿 kWh 的总发电量，每年发电能满足工厂三分之一的
用电。

以这一项目为起始，南网能源分布式光伏业务发展步入快车
道，相继建设投产了松下万宝、佛山本田、台山富华、中山格兰仕及
长虹、东风日产、万和电器等在行业内有影响力的优质分布式光伏
项目。其中，52.3MW 中山格兰仕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为全球最
大的单体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多个“从零到一”的突破

在不断推动项目建设的同时，南网能源摸索并形成了较为成
熟的 EMC（合同能源管理）商业模式。该模式允许用户使用未来
的节能收益为工厂和设备升级，并借此降低当前运行成本，提高能
源使用效率。

在此基础上，公司以日渐成熟的管理模式、技术路线和人才队
伍，在光伏领域实现了多个“从零到一”的突破。如东风日产乘用
车有限公司 30MW（一期）车棚光伏项目。该项目是南网能源首
个在停车场建设的车棚光伏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份正式并网。
该项目不仅能很好地保护停在车棚里的13000 辆新车，车棚上巨
大的太阳能屋顶也创造了可观的收益。项目首年发电量预计为
3150 万千瓦时，年均节约标煤 1.07 万吨，二氧化碳减排约 2.6 万
吨。有关人士透露，东风日产将复制该车棚光伏模式在全国的车
厂推广。

今年年初，南网能源又实现了大型国际业务的重大突破，开
发了第一个海外大型光伏项目，积极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绿
色力量。

建立行业领先标准体系

随着国内分布式光伏迎来开发高潮，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但由于行业缺乏统一的技术及管理标准，项目水平参差不齐。怎
样才能快速提升项目整体水平，确保项目收益？

南网能源公司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助理李达介绍说，近两
年，南网能源在总结自身经验教训、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
上，陆续编制了 14 项行业领先的光伏技术（管理）标准体系，填补
了行业空白。据第三方实测，南网能源已投运的项目发电效率
达 80%以上，大幅领先 75%的行业平均水平。“如今，我们的制
度已经成了行业参考制度，我们的标准成了行业参考标准。”李
达说。

国内太阳能行业权威、中山大学太阳能研究所所长沈辉教
授在实地调研了南网能源的项目和标准体系后赞许地说：“这些
标准在行业内是很先进的，它们的应用会让南方电网建设的每
一个光伏电站都成为中国的样板、世界的样板。”

展望未来，南网能源公司认为光伏领域大有所为。“国家‘十三
五’能源发展规划指出：到 2020 年中国光伏装机要达到 110GW，
其中分布式光伏达到 60GW，光伏事业还大有可为。相信再过 5
年、10年，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将布满中国制造的高效绿色太阳
能电池板。”翁军华说。

“一五”期间建厂的吉林化纤集
团 曾 经 贵 为 中 国 化 纤 的“ 带 头 大
哥”。然而近年来，化纤行业整体低
迷，吉林化纤也遭遇转型困境。在这
样的大背景下，吉林化纤的选择是借

“中国制造 2025”的东风，加快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步伐。按照集团董事
长宋德武的思路，要倾力打造人造
丝、腈纶、竹纤维、碳纤维四大拳头产
品，确保领先地位，“要么做第一，要
么做唯一”。

“要做到第一，意味着必须从本
质上提升传统产品的质量，用过硬的
品质保证市场占有率；要做到唯一，
意味着必须要聚焦差别化生产思路，
把生产领域拓宽，产品谱系做大。在
此基础上，要继续把产业链做长，发
挥全产业链聚合效应，形成竞争优
势。”宋德武说。

为此，吉林化纤持续开展“提质、
提速、提产”攻关，核心产品质量迅速
攀升至全球领先水平。在长丝八车
间，记者看到人造丝产品在织机上欢
快地飞舞缠绕着，粗大的丝饼就在这
一转一绕间渐成规模。

“千万别小看这些丝饼。这些丝
饼单个重量已经突破 900 克，是我们
企业的院士工作站、富博研究院等创
新平台的首创，技术水平国际一流。”
集团生产处处长王冬梅介绍说，“千
万别小看丝饼的大小。大丝饼不仅
代表着技术上的飞跃，更迎合了市场
需要，尤其有利于下游企业提升自动
化水平”。统计显示，今年前 4 个月，
吉林化纤人造丝产销两旺，其中出口
产品占总产量的 43.6%，且近半打入
国际高端市场。

针对人造毛皮所需的扁平纤维

长时间依赖进口的情况，吉林化纤针
对腈纶的差别化工艺开展重点攻关，
终于在 2014 年生产出国产扁平纤
维。目前，集团生产的“大有光腈纶”
产品市场占有率已达 30%；超柔超亮
纤维打破国外长期垄断，占据国内四
成市场；阻燃纤维打入澳大利亚市
场；新产品竹碳纤维渐趋成熟，一季
度竹纤维出口 2380 吨，超去年同期
3 倍，碳纤维原丝产量 1579 吨，同比
增长57.7%。

为满足市场柔性需求，吉林化纤
还主动打破原有生产销售格局，推出

“定制服务”，实现机台与客户的直接
对接。通过建立完善大数据系统，目
前，吉林化纤外销产品直销比例达到
100% ，内 销 产 品 直 销 比 例 也 达 到
80%以上。

而今，吉林化纤已经初步实现

“要么做第一，要么做唯一”的发展目
标，做长产业链成为企业下一步的工
作重点。目前，集团正在探索组建产
业联盟，从原材料生产商向全产业链
模式转型。

宋德武举例说，吉林化纤自主研
发的竹纤维技术国内领先，但下游开
发跟不上。为此，他们发起成立天竹
纤维产业联盟，将百余家相关企业聚
合到一起。在产业联盟的推动下，各
种混纺技术全面开花，雅戈尔、阿迪
达斯、耐克等知名品牌纷至沓来。目
前，吉林化纤生产的竹纤维在全国市
场的份额已达7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吉林化
纤工业总产值达 19.29 亿元，同比增
长 14.6%；销售收入 20.76 亿元，同比
增长 36.4%；出口创汇 4527 万美元，
同比增长132.8%。

吉林化纤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季度销售收入大涨36.4%——

“ 要 么 做 第 一 ，要 么 做 唯 一 ”
本报记者 李己平

本报讯 记者刘亮报道：以“背后的力量”为主题的华云战略
升级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此次发布会上，华云数据首次以集
团化架构的全新面貌亮相，同时宣布已经获得15亿元融资。

据了解，2016 年 12 月 31 日，华云正式获得京道基金领投，海
通证券、万向集团等企业和机构跟投的 10 亿元 D 轮融资。2017
年上半年，华云再次超额完成5亿元D+轮融资。

与许多云计算厂商一样，华云数据起源于公有云领域，壮大于
私有云领域，针对企业端的解决方案是华云业务的重中之重。作
为最早一批提出云计算概念的中国本土云服务商，华云集团自
2010年成立后，始终致力于在中国企业云服务领域为用户提供有
效价值。在“高品质公有云”“私有云”“IDC转云”等业务相继获得
市场成功后，“混合云”将成为其后续重点发力的目标。

华云集团获15亿元融资
“混合云”将成后续发力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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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首现单季盈利，净利润14亿元，超去年全年——

京 东 终 于 赚 钱 了京 东 终 于 赚 钱 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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