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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北京秀水河胡同，优极
（北京）体育用品有限公司CEO
张东跟人撞衫了——一件亮蓝的
优极跑步T恤，一条桃粉的优极
短裤。可骑在自行车上、迎面而
来的那个人跟他穿得一模一样！
擦身而过的时候，两人几乎同时
睁大了眼瞪着对方。
“好尴尬！这两件衣服不是套

装，销售也不是搭配着卖的，怎
么会撞衫呢？”张东哆嗦了一下，
又开心起来，“优极这么小众的专
业品牌，在北京这个大城市都能
撞衫，那证明我们的产品已经有
很多人购买嘛！”
也就是在那一刻，记者相信

了这个创立才2年多的品牌，有希
望在越野跑领域发出中国之声。

越野跑“大神”最懂
跑步的人要什么

国外品牌的产品，

并不完全契合中国人需

要。多年的运动经验，

让张东成了最了解中国

越野跑爱好者的创业者

在中国的越野跑圈，张东是
“大神”级人物，他跑过巨人之
旅，完成过八百流沙。
不在跑圈的人，不知道这两

个词意味着什么。
“八百流沙”越野赛在甘肃

瓜州莫贺延碛的戈壁举行，要
求选手在150小时里徒步穿越由
戈壁、沙漠、雅丹、冰川组成
的 400 公里无人区。整个赛程
无法导航，选手要自己背着补
给， 24 小时不间断地跑完全
程。何时停下来休息、何时补
充给养，由选手自己决定，但
最短时间内完成比赛的人才是
冠军。
巨人之旅则在意大利阿尔卑

斯山区举行，全长330公里，选
手要在150小时内穿越高寒缺氧
地带，翻过25座山，总爬升达2.4
万米。
这就意味着越野跑必须选择

最专业的装备。他们需要能长时
间支撑脚部、减震效果极佳的跑
鞋，而不是主打轻便的城市跑
鞋，也不是耐磨的登山靴；需要
能用最少的负荷承载最多功能，
还不会轻易移位的背包，对耐磨
性、大容量要求却不高；需要兼
具吸汗防水的运动服、压缩衣，
还要有地方存放手机、能量胶等
小物件。
高门槛使得越野跑专业装备

一直由萨洛蒙、北面等世界顶
级品牌把持，纵横四海的阿
迪达斯、耐克在越野跑领域只
能打打酱油。
全世界的跑者都在穿这些品

牌，张东也不例外。他买遍了一
线品牌的产品，仅短裤就有十几
条，越野跑包多到号称越野跑圈
的“包王”。
但买得多了，张东慢慢不满

足了，“我为什么一定要穿国外品
牌？而且，按照外国人体型、需
要设计的产品，并不完全契合中
国人需要”。2015年，张东和另

外两个越野跑爱好者一起，成立
了优极，开始研发生产中国人自
己的越野跑装备。
他从货架上找到一个带吸管

的大口水壶，“很轻，只有一个
鸡蛋重”。张东让记者掂了一
下，又拿回去，竟然从底下转下
一个水杯，“跑步的时候，不需
要拧开盖子，直接就可以喝，到
了补给站，水杯可以取下来装
粥、汤”。这样的设计不仅可以
减少赛事中一次性餐具的使用数
量，还可以大大提高选手的比赛
效率。
这个水壶在京东众筹时，原

本 5 万元的目标很快冲到了 40
万元，819%的完成率证明了跑
友们需要这样的设计。真格和
险峰这两大投资基金，也通过
这次众筹注意到了优极，598万
元的天使轮投资，在中国原创
体育装备领域，差不多是头
一份。

一个人能搞定“八百
流沙”，但搞不定创业

跟越野跑靠个人不

一样，创业是团队合

作。对企业究竟应该往

什么方向走，是做爆款

还是做产品，需要沟通

磨合

创业3年，张东一边回想这
些年自己吐槽过的产品，一边
回忆着自己一直想要的“开脑
洞”功能，什么背后有口袋装
软水瓶的 T恤、不需要解带子
就能取挂手杖的越野跑包、怎
么揉也不会皱的速干衣，一串
串灵感的火花就这样变成了优
极的产品雏形。
不过对张东来说，产品开发

就像马拉松，抬腿就能跑，创业
团队和发展方向才是他的“八百
流沙”，差一点都会摔倒在终
点前。
跟越野跑靠个人不一样，创

业是团队合作。而优极3个合伙人
的故事，并不像《中国合伙人》
那般完美。
“团队是因为跑步认识的，并

没有在一起干过事。等到开始合
作，才发现彼此的做事风格并不
一致。”张东总结了创业者经常遇
到的“坑”。更关键的是，等到项
目开始运转，大家发现3个人加在
一起，也提供不了创业需要的全
部资源和能力。对企业究竟应该
往什么方向走，是做爆款还是做
产品，是专注装备还是扩展培
训、赛事，大家始终无法达成
一致。
那段日子，张东经常回忆起

自己在茫茫戈壁无人区的时候，
四周都是山丘、沙地、河谷，看
不清方向，全凭直觉和经验摸
索。跟创业伙伴意见不一，又赶
上账面上钱最少的时候，张东也
会想起自己在八百流沙比赛中，
是怎样计划10个补给包的分配，
在体力不支时的坚持。
张东把跑步的风格带到了创

业中，坚持每季每种单品只推两
三个型号，走极简风格。

成立2年多，优极只有70多
款产品上市，不少产品都得到了
专业跑友的喜爱。在跑友们的越
野跑好物推荐帖里，优极经常与
萨洛蒙、北面一起出现。
优极所有的产品都对标国际

一线品牌，有时材质还会更好。
短裤的面料、版型就做了十几个
版本，工厂跑了几家才确定的，
也算是为创业交的学费。
这笔学费没白花。这几年跑

友圈晒出的大合照中，穿优极的
跑友越来越多。这样的照片帮优
极做了精准的免费宣传，每次大
型比赛之后，优极的销量就会上
一个台阶。
2016 年，优极在没有宣传

推广的情况下，实现了300万元
流水。慢慢地，另外两位创始
人淡出了优极，现在只持有很
少一点股份。今年张东又找到
了一位做过电商，又懂服装供
应链的越野跑爱好者，为优极
开拓品牌，预计流水将达到
1000 万元。同时，新的融资也
即将结束，开始加大市场宣传
的力度。

原创品牌要做社群，
发展潜在合作伙伴

张东把跑步群当作

收集信息和推广渠道。

同时，还赞助国内比赛

能拿前三的几位选手，

用意见领袖方式影响跑

友们

一个跑步爱好者从路跑，到
参加半马、全马，最终大多会爱
上野外找虐的越野跑。他们管这
叫“入圈”。而入圈的第一步，就
是入群，以前是QQ群，现在是微
信群。
优极也有5个跑步群，参加比

赛的队员可以攒积分，换优极的
产品。
周一下午，“优极跑团周三

夜跑群”里发起了夜跑故宫的
号召，很快报名人数就达到了
32 人。周三晚上，参赛者聚集
在东华门附近，有男有女，还
有一位 70多岁、身板挺直的老
大爷。
“无名”是那天的志愿者，负

责计时。“他穿的就是优极的短
裤，应该是一代。”无名指着眼前
的一位跑友，很肯定地说。拉过
来一看，还真是。这位跑友的T
恤是用积分换的，但短裤是自己
买的。无名笑嘻嘻地告诉他，短
裤已经有2代了，俩人立刻约好了
要去店里“拔草”。
跑完比赛，大家分吃了西

瓜，举着优极的旗帜照了个合影
就散了。但群里的消息一刻也没
有停过，发照片的、交流跑步心
得的，拉新人入群的。更多时
候，群里是在交流比赛信息。有
的在招呼去盘锦红海滩半马，有
的在推荐去香港100，有的怀念
中登协的比赛，因为“100块钱
管3天吃住，住大酒店，赛完报销
单程路费”。
张东默默地“潜伏”在群

里，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就是优极

的创始人。他把跑步群当作收集
信息的渠道，也算一个推广渠
道。同时，优极还赞助了国内比
赛能拿前三的几位选手，用意见
领袖的方式影响跑友们。
他自己也在别人的群里，毛

大庆组织的跑步“毛线团”，戈壁
挑战赛的“戈友群”，中欧商学院
的运动群，几乎都是中国爱好运
动的企业家最集中的地方。这些
一起跑过步、洒过汗、经历过伤
痛的跑友，成为了优极潜在的合
作伙伴。
“去年以来，单是这些企业定

制运动服，就足够让优极活得不
错。”张东在无意之中找到了稳定
的客源，也赶上了最新的“社群
经济”风口。
“你有没有发现，爱运动的人

总是越穿越随便？”张东问了许多
企业家，发现主要是因为运动品
牌穿着特别舒服，穿惯了运动服
装的人，很难再忍受商务服装的
“绷劲儿”。但是，跑越野跑、马
拉松的很多都是白领、金领，他
们其实很需要商务装，只是此前
运动品牌和户外品牌不提供这类
产品。

“如果我能把商务装做得像
运动装一样舒服，或者把运动装
做出商务范儿，不就能满足客户
的需求吗？”为了让记者看看商
务范儿的运动装，张东试穿了一
款拉链半袖马甲POLO衫，面料
柔滑软糯，裁剪笔挺贴身，穿上
秒变商务男，只有胸口那个小小
的藏羚羊标志在说，“我是越野
出身”。
张东对这款商务线秋装寄予

厚望。他相信，用越野跑的基因
做休闲装，套用最时髦的话来
说，就是“降维打击”，最严苛的
野外条件下都舒服实用，平时穿
着，或者跑个马拉松、小区遛
弯，那就是小菜一碟。
脱下马甲，张东特意指着上

面的藏羚羊标志让记者看。
曾有人吐槽这头藏羚羊线条不
流畅，看起来不像别家吉祥物
那么“萌”，优极的品牌听着也
不洋气，建议他去国外注册个
公司，换个名字“出口转内
销”。张东只是一笑，“这头羊
是从中国最早的原始岩画里
‘抠’的。我就是想让全世界知
道，优极是中国的原创品牌，
中国自己也有优秀的户外运动
装备”。

优极：

越野跑领域的“藏羚羊”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行人路过优极在北京的一家

专卖店。本报记者 佘 颖摄

本报讯 江苏省深化国税、地税
征管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工作各项主
要任务基本完成，形成了一批创新
成果，现代化税收管理新格局已基
本建立。
江苏国地税在推进改革中，不仅注重

技术手段的革新，更注重制度创新。一是
打破属地固定管户的格局，解除税务人员
和纳税人之间的固定管户关系，铲除权力
寻租土壤。改变传统税收管理方式，建立
科学抽查机制，对信用好、无风险的纳税
人不打扰，对低风险的纳税人予以提醒，
对严重失信、高风险的纳税人重点监管。
二是规范约束，破除任性执法、随性用
权。以正列举的方式列明税收管理职责，
取消法外设定的审批、调查和核查事项，
减少税收管理事项329个，清理非行政许
可审批事项70项，取消实地调查事项157
个。三是扎紧制度“笼子”，建立全方位的
执法权制衡机制。由经验管理向数据管
理转变，并推行税收检查“三个一”，即一
户纳税人一年内检查不超过一次。
经过试点，江苏国地税着力打造税

收征管改革、电子税务局和税收大数据
“三大品牌”：建立了以纳税人自主申报
为前提，信用评价为基础，风险管理为导
向，分类分级管理为重点，依托现代信息
技术和大数据的现代化税收征管格局；
成功试点国家税务总局电子税务局示范
项目，通过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与先
进的现代化税收管理深度融合，全面对
接省政府“一张网”，建立了具备880项
功能的电子税务局和“掌上办税平台”，

实现线上线下业务互通，为全省700万
用户提供服务，并在税务总局“互联网+
税务”优秀项目评比中获一等奖；成功试
点税务总局大数据综合平台创新项目，
基于金税三期系统，建立集数据采集、数
据存储和智能分析等于一体的数据情报
综合管理平台，全方位支撑纳税服务、风
险管理和行政管理全过程。
江苏国地税还推出“五大版本”，为全

国推进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一是纳
税服务现代版。在全国率先推行实名办
税，推出“税E融”“税添富”等多种“银税
合作”项目，共向13.2万户纳税人发放贷
款560亿元。二是风险管理标准版。全
面实施分类分级管理，建立税收岗责体
系，完善风险管理运行机制；建立《税收
事中事后管理目录》，形成全方位覆盖
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三是国际税收
精品版。制定2016年度至2018年度
国际税收遵从管理规划，主动服务对外
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专门组建跨境
税源风险分析团队和反避税中心，建立
健全跨国企业税收监控机制。四是国
地税合作高端版。推出《江苏省国税、
地税互相委托代征税实施办法》，实现
委托代征信息“一次采集、共享共用、税
款自动清分”。五是税收协同共治加长
版。建立了横跨54个部门、120个行业
协会的税收协同共治格局，制定并实施
《江苏省税收协同共治工作意见》等系
列文件，推动部门涉税信息共享、税收
失信联合惩戒和跨部门税收合作等工
作高水平全方位展开。 （朱晓燕）

本报讯 近年来，海口市地税局将
“放管服”改革作为全面深化税收征管
改革、提高现代税收治理能力的关键举
措，积极构建与企业合作互信、共防风
险的税企和谐关系，切实提高企业税法
遵从的意识和能力。
年前，海口市地税局了解到海南亚

洲制药公司有股权转让行为，涉税业务
相对复杂，海口市地税局大企业局立即
对此展开动态监控，及时为企业提供政
策辅导，帮助企业避免涉税风险。该局
以团队服务的方式，通过深入企业沟通
了解，认真查阅资料，为企业解读政策规
定，对企业可能漏申报的税款及时进行
风险提示，对纳税人应享受的优惠政策
及时告知，并对涉税流程提供全方位辅
导，帮助企业解决疑难问题，赢得了纳税
人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通过全程风险监控，加强了对

企业重大涉税事项的监管，确保了国家
税款的安全，同时也为企业解决了税务
上的实际问题，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助
力。”海口地税局大企业局局长刘海波说。
海口市地税局在规范企业纳税行为

的同时，不断创新途径，为企业提供贴心

服务，“税企交流微信群”就是该局开展
的个性化服务尝试。纳税人纷纷对这一
举措“点赞”：“我们有什么不清楚的政策
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涉税事项都可以通
过微信及时跟税务局沟通，这样也有效
避免了我们的税收风险。”
目前，该局实现了通过微信及时告

知纳税人政策信息；发出纳税提醒；解答
纳税人疑惑，收集反馈纳税人意见，让纳
税人体验到“全天候、人性化、高效率”的
“不掉线”服务。同时，该局还建立了“岗
位基本力量+专业团队支撑”的人员保障
体系，为企业提供更为专业的政策辅导
和业务指导，引导企业不断提高税法遵
从能力。
海口市地税局局长林川说，随着

“放管服”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他们进一
步将风险管理和纳税服务深度融合，让
企业真正享受全方位、有保障的涉税服
务，以点带面，建立与纳税人平等互信、
互相尊重的新型征纳关系，为企业抢抓
机遇、更好更快发展提供助力，实现税
企双赢，进一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
营商环境的优化，助推经济社会健康发
展。 （张珊珊）

打破属地固定管户格局——

江苏完成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综合试点

构建合作互信税企和谐关系——

海口“管理”与“服务”并进助力企业发展

创业者言
● 方向：要做就做有

一定门槛和难度的项目

● 团队：找合适的人，

不要试图改变不合适的人

● 方法：坚持，项目失

败多是创业者自我放弃了

● 提升：深陷困难时，

要抽离到更大的格局去

解决问题

（上接第一版）推动六大产业集团所有
制改革，对接资本市场，加快产融结合，
使其成为竞争力明显、充满活力和发展
动力的现代产业集团。
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努力优化国有

资本布局。围绕“一台六柱”的产业布
局，加快进行资源整合和产业价值链的
延伸。巩固交通基建领域优势，培育养
护、机场、铁路等新兴业务；发挥重大装
备设计制造、服务集成能力，整合海上
风电等新能源装备、城市智能装备系统
业务；布局城市公用基础设施资源，向
城市运营领域不断延伸；发展海洋经
济，进军岛礁综合开发，积极拓展绿色
环保市场。
在资产结构调整上，不断提升企业

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PPP等多种投
融资形式在码头航道、轨道交通、海底
隧道、生态城市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可
持续的经营性资产，工业园区、产业开
发区、路港、城市综合开发运营等经营
性资产近2500亿元，占总资产的25%
左右。资产结构调整有效地支持了公
司发展，提升了公司运营质量和效益。

深化内部改革提质增效

中国交建结合国资委“压缩管理层
级、减少法人户数”等专项改革工作的
部署，全面推进公司内部深化改革工
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自2016年5月开展“压减”工作以

来，中国交建超额完成了第一阶段压减任
务。压减法人企业115户，压缩法人层
级3级（由10级压缩至7级）。压减后将
节约人工成本近5.2亿元，节省管理费用
约4.4亿元。
为增效升级，中国交建制定了《工

作总体方案》，对6户企业按照“一企一
策”“分类实施”方式进行专项治理。在
确保完成国资委2017年要求处置完成

50%的目标的基础上，自加压力，力争
2017年完成75%，2018年全部完成目
标。
此外，中国交建还加快剥离企业办社

会职能等工作。目前，中国交建存在教育
机构5家、医疗机构20家，相关改革措施
待国家关于教育医疗机构改革的具体政
策出台后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方面，中
国交建内部尚存厂办集体企业3家，正在
分别制定改革方案，争取2017年完成。
中国交建结合企业发展的现实需

要，把党组织建到项目工地,形成其独
特优势和红色竞争力。截至今年6月
底，已对34家单位公司章程修订送审
稿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全面提升全球发展能力

2017年5月31日，中国交建完成
了肯尼亚蒙内铁路建设并承担全部运
营管理和维护任务，把中国的资金、技
术、标准、装备制造和管理经验全产业
链带入非洲，开创了中国铁路“走出去”
新模式，推动中国交建由海外工程承包
商向运营商、服务商转变。
“从1958年援外工程建设算起，中

国交建有近60年海外发展的历史，经
历了早期对外援助、劳务输出、参与低
端工程承包、成套技术与设备输出、全
球化发展五个阶段。”孙子宇说，面对
当前国际化竞争的大趋势，中国交建
加快全球市场的谋篇布局，在全球范
围配置资源，推动营销、管理、人才集
聚的国际化。
目前，中国交建在全球109个国家

和地区设立了210个驻外机构，在全球
145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实质性业务。
在“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和地区建
设了 10320 公里公路、152 座桥梁、
2080公里铁路、10座机场、95个深水
泊位，提供集装箱桥吊754台。

今年8月底，法国霞慕尼小镇举行环勃朗峰越野赛，优极赞助了部分参赛者。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