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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京东集团正式向电商转
型，创立首届“京东 618”购物节至今，

“京东618”已经走过了15年。
在日前召开的“2019京东618全球

品牌峰会”上，京东零售集团轮值 CEO
徐雷表示：“纵向一体化的商业模式终
将被打破，京东零售要实施‘全面开放
战略’。京东不能仅仅依靠卖自营商品
发展，要向‘做平台’转型，并为平台上
的各品牌方做好服务工作。”

众所周知，京东一直存在两大优势，
其一为“正品行货”，其二为物流速度。
未来，京东必须要确保平台上的第三方
也具备这两个特性，才不会失去用户的
信任。

为此，京东建立起一系列机制。比
如“质量分级机制”，该机制不寻求“一
视同仁”，而是将更多资源向优质店铺
倾斜；又比如，即将上线的“护宝锤”项
目将赋予品牌方平台一定的治理权利；
等等。此外，京东还将凭借大数据建立
起“项目商品池”，有问题的商品和店铺
都能在第一时间被“定位”并处理。业
界评价认为，这套机制将帮助京东在确
保“正品行货”的前提下，形成一个由平
台、品牌方及第三方授权商家共同参与
的开放式治理新格局。

京东零售的“全面开放战略”自然
少不了核心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即大数
据、供应链等。京东能够专门为一个品
牌方开展现有及潜在用户的深度分析，
为其提供更有效的营销解决方案。比
如，在今年4月份举行的“京东母婴宝贝
趴”活动中，京东营销360平台为活动带
来了 770 万购买用户，其中 184 万是新
用户。

除核心能力外，多场景、智能化也

是京东的“法宝”。
在多场景方面，京东除将继续做好

线上业务外，还将拓展线下零售场景。
毕竟，多一个场景就多一份成功销售的
可能。

在智能化方面，京东认为要综合
大数据、算法模型等更多人工智能工
具开展运营决策，提高运营精度。京
东有个项目叫“物竞天择”，当用户在京
东超市购买商品时，系统会通过智能
算法，在京东到家、品牌门店、KA商超
及社区服务店等多场景中选出成本最
优、效率最高的方案。据测算，此举可
使商家运营成本降低50%以上，且用户
平均只需2小时、最快只要半小时就可
以收到商品。

与众多品牌方共同开展探索也是
京东的优势所在。早在 2013 年，京东
就发布了“JDPhone计划”，即通过挖掘
用户数据，与品牌商联合整合产业资
源，共同打造可满足用户需求的新品，
其实质是通过开放核心能力帮助合作
伙伴推出反向定制产品。比如，2014年
京东联合各大厂商推出的电脑细分品
类“游戏本”就是一个成功案例。

徐雷还透露，去年京东平台上的新
品成交额超过 3000 亿元，90%的核心
品牌将在今年“京东 618”期间发布新
品。“未来3年，希望反向定制商品及独
家新品在京东平台的累计成交额能达
到10000亿元规模。”徐雷说。

在2019京东618全球品牌峰会上，
京东还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那就是“将
在微信上打造一个新京东”。根据计
划，该项业务将在今年三季度上线。

事实上，腾讯对京东的“加持”由来
已久。不久前，京东在发布 2019 年一

季度财报时就宣布，将与腾讯开启新一
轮“3 年战略合作”，双方将在社交媒体
服务、广告采买及会员服务等领域展开
合作。此外，腾讯还将继续在微信平台
上为京东提供位置突出的一级和二级
入口，为京东带来更多流量支持。

其实，早在 2014 年腾讯就为京东
开放了微信一级入口。这个拥有10亿
级用户的超级入口为京东带来了旺盛
的人气，目前京东有四分之一新用户来
自微信。

在此次峰会上，双方还公布了更多
合作细节。未来，京东将“重点深挖微
信市场，拓展低线城市用户”。

说起新业务和低线城市用户，人们
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拼购。不过，提供
拼购业务的可不仅仅是专业拼购平台，
京东也早就作了不少尝试。目前，京东
拼购在三四线城市的市场表现已经超
过一线城市市场。

除了微信这个强大的入口外，京东
还将与线下零售企业共同搭建更多渠
道。目前，京东有 7FRESH、京东家电
专卖店等线下门店，还有京东京车会、
京东联盟药房、京东便利店以及战略投
资的五星电器等众多商业形态，与沃尔
玛、永辉、步步高、银座等商超巨头也均
有合作。今年，第一家京东电器超级体
验店也将在重庆开业。

此外，京东企业业务还拥有超过
700万家活跃企业客户，包括80%的在
华世界 500 强企业。通过为企业用户
提供服务，京东将实现更多场景的用户
触达。

“京东的目标是未来5年实现百万
商家生态，也即与百万个品牌方形成良
好的开放合作关系。”徐雷说。

联手众多品牌方，力争未来5年实现百万商家生态——

京东零售将全面开放
本报记者 黄 鑫

近日，中国铁建集团旗下中铁十八
局集团承建的四川雅砻江锦屏二级水
电站获得了詹天佑奖。

詹天佑奖被誉为土木工程界的“奥
斯卡”。尤其是在基建能力超强的中
国，要想获得这个奖项，需要“过五关斩
六将”，没有极高的水平和科技含量是
不可能成功的。此次项目获奖，凭借的
就是中铁十八局集团的TBM品牌建设
能力。

TBM是“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的英文
缩写。打造TBM品牌即通过加快发展
高新特施工技术，打造集开挖、支护、出渣
等于一体的隧道施工领域“航空母舰”。

“我们将在中国铁建集团‘品质铁
建’奋斗目标指引下，围绕加强科技创
新促转型，发挥全国首家拥有‘五特五
甲’资质的建筑业法人企业、国家高新
企业优势，做专‘铁路长隧’市场，做优

‘地铁隧道’领域，做活‘水工隧洞’文
章，打造 TBM 品牌。”中铁十八局集团
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兴周说。

做专“铁路长隧”市场

科技创新是培育企业硬实力的“助
推器”，也是企业应对市场激烈竞争的

“撒手锏”。在竞争尤其激烈的建筑施
工领域，企业要想脱颖而出，不仅要有
先进的设备，还要有强大的施工能力，
让设备在各种复杂情况下发挥最大作
用。“这也是我们将TBM当作‘王牌’打

造的重要原因。”中铁十八局集团总经
理闫广天表示。

此前，为圆满完成当时国内第一长
隧西康铁路秦岭隧道的施工工作，中铁
十八局集团从德国引进了中国首台独
立使用和管理的 TBM，可连续完成掘
进，初期支护，仰拱块安装，风、水、电延
伸和自行轨道铺设等作业。施工全过
程采用电脑控制，实现了无爆破、微振
动、无粉尘的工厂化作业模式，在当时
创造了月掘进 509 米的世界纪录。中
铁十八局集团也凭借该工程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鲁班奖、詹天佑奖
和中国十大科技成就奖。

为打造 TBM“超级战队”，中铁十
八局集团确定了“强项更强、特色更特、
优点更优”的目标，重点发展长大隧道
TBM 战略，努力“做专”隧道机械化施
工品牌。

基于这一理念，中铁十八局集团在
成功引进“洋设备”的基础上大胆创
新。在南疆铁路吐鲁番至库尔勒二线
中天山隧道施工过程中，他们不断给

“洋设备”做“移植手术”，先后完成了
TBM 刀盘前刮渣板、刀盘喷水装置等
国产化技术改造，改进项目近20项。集
团还修正了“洋设备”很多技术参数，经
专家鉴定，改进后的 TBM 整修质量合
格率达99.1%。

被誉为兰渝铁路“天堑咽喉”的西
秦岭隧道全长28.236公里，是我国当时
用TBM施工的最长铁路隧道之一。中
铁十八局集团隧道公司（以下简称“隧
道公司”）依靠技术创新，首次实现了连
续皮带机出渣条件下TBM掘进与二次

“衬砌”同步施工。此项突破填补了全

球业界空白，并创造了最高月掘进
727.7 米的国内同类隧道施工最高纪
录，标志着我国铁路隧道施工技术达到
世界新高度。

做优“地铁隧道”领域

面对我国轨道交通建设广阔的市
场前景，中铁十八局集团确立了“TBM
产业深耕”市场战略，大幅加快全国重
点城市地铁建设市场布局步伐。

为更好服务中国轨道交通建设，中
铁十八局集团先后引进8台TBM，凭借
技术优势打造精品工程，成为地铁建设
的“多能尖兵”。

比如，在重庆6号线建设过程中，隧
道公司引进了两台复合式硬岩TBM掘
进机，将硬岩掘进的 TBM 和软土掘进
的盾构机融于一身。通过科技攻关，他
们采用吹豆砾石注浆回填等新工艺、新
技术，成功解决了浅埋段施工、管片连
接部位渗水、管片起伏沉降等问题，确
保了施工安全平稳，创造了月掘进375
米的最高纪录。

在青岛地铁2号线施工过程中，隧
道公司采用世界最先进的 DSUC 型双
护盾 TBM 等成套隧道施工机械装备，
并创造性地提出双护盾TBM分体始发
方案，有效解决了较短始发洞段 TBM
快速施工的世界性难题。

做活“水工隧洞”文章

近年来，中铁十八局集团还依托
TBM 施工品牌优势，努力撬动水利水
电市场新支点。

四川雅砻江锦屏二级水电站是世
界上综合规模最大的水工隧洞群。隧
道公司在一号引水隧洞采用的敞开式
TBM掘进机，刀盘直径达12.4米，创造
了目前国内电站建设之最。他们还成
功攻克了高埋深、高地应力、高压涌水、
高水头和大容量机组设计与制造等世
界级技术难题，获得大坝学会科技进步
特等奖1项及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詹
天佑奖等30多项省部级以上奖励。

引汉济渭主体工程秦岭隧洞总长
度为98.3千米，最大埋深达到2012米，
超长深埋位居世界第一。“我们采用世
界先进的全断面硬岩掘进机，攻克了高
地应力、强岩爆、软岩大变形、高岩温及
高压突涌水等难题，秦岭隧洞岭北段
TBM工程提前610天贯通，为我国掘进
机技术应用和科研工作积累了宝贵经
验。”中铁十八局集团隧道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胡恒千说。

在吉林省投资规模最大的水利工
程——吉林省中部城市引松供水工程
中，隧道公司独创“TBM施工SPS作业
法”，推行“掘进与整备并行”模式，始终
保持稳产高产，安全穿越20多千米的特
殊不良地质，连续 2 个月掘进突破 920
米，创造了月掘进1209.8米的国内同类
断面隧道施工最高开挖纪录。中铁十
八局集团隧道公司党委书记秦跃新告
诉记者，吉林引松工程 TBM 完好率月
均为94.70%，最高达98.06%，施工水平
国际领先。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中铁十八局
集团在TBM施工领域已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奖3项、国家级工法3项，参与了5
项国家标准编制。

中铁十八局集团着力打造TBM品牌——

穿山钻地“显神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齐 慧 通讯员 王中正 伍 振

“希尔顿在企业百年华诞之际迎来中国市场发展的
又一里程碑——我们在中国的第200家酒店‘成都领地
希尔顿嘉悦里酒店’正式开业了。”希尔顿集团大中华区
总裁钱进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1988年在中国
开设第一家酒店至今，“百年老店”希尔顿持续看好中国
市场潜力，不断加大在华投入力度，与中国市场和消费者
共同成长。“此次嘉悦里品牌落地成都与希尔顿在中国的
长期发展战略非常契合。希望嘉悦里的‘鲜活力’可以让
百年希尔顿焕发新生机。”钱进说。

近年来，我国消费者的出行观念正发生巨大改变。
希尔顿不久前联手凯度特恩斯与尼尔森共同开展的一项
调查显示，83%的受访者更喜欢探索“多样风土和文化特
色”；82%的受访者不惜花费更多资金“犒赏自己”；77%
的受访者更乐于深入旅游目的地，结识当地友人；77%的
受访者拒绝一成不变，更追求独特体验。

为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希尔顿在中国市场
上不断加大投入力度。钱进告诉记者，截至2018年底，
希尔顿旗下17大酒店品牌中已有9大品牌进入中国，集
团在中国共计拥有177家开业酒店和394家筹建酒店。

“未来希尔顿还将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新酒店以及更
强的服务能力。”钱进举例说，目前希尔顿已在全球范围
内为日益庞大的中国游客群体量身打造出“欢迎”计划，
通过在海外酒店安排中文电视频道，提供中国特色饮食
等，为中国游客提供更好服务。

钱进还告诉记者，近年来希尔顿在全面布局中国市
场的同时坚持多元化品牌发展战略，力争全面覆盖中国
旅客的出行需求。在高端服务方面，今年内将陆续有3
家康莱德酒店在天津、杭州桐庐、沈阳开业；在全方位服
务方面，年内预计将有6家希尔顿逸林酒店进入粤港澳、
长三角等热门经济区域；在专注式服务方面，将持续加深
与铂涛集团等本土优势品牌的战略合作，大力发展希尔
顿欢朋酒店，全面提升中端酒店市场发展水平。

“未来，我们将继续推动品牌成长，在华管理酒店力
争达到1000家；加速数字化发展，实现50%预订直接来
自希尔顿官方线上平台；建设本土化、多元化高端员工队
伍，团队成员数量增至10万人，其中本土酒店总经理占
85%左右。”钱进说。

希尔顿在中国第200家酒店开业——

持续看好中国市场
本报记者 牛 瑾

本版编辑 韩 叙 秦文竹

图为中铁十八局集团参与建设的四川雅砻江锦屏二级水电站图为中铁十八局集团参与建设的四川雅砻江锦屏二级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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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西王集团董事长王勇
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 7 月份，集团旗下西王特
钢有限公司将推出一项“重大
自主创新产品”。不过，对于产
品性质以及涉及的关键技术，
他并没有透露，只说“这是一项
国际领先技术”。

近年来，西王特钢没少给
人们带来惊喜。

第一，西王特钢首开我国
民营企业以股权换技术的先
河。2015年，中国科学院金属
研究所以独立开发并拥有知
识产权的纯净化冶炼钢锭低
偏析控制等 10 项技术入股，
成为西王特钢的新股东，并在
这里设立了中科院金属研究
所山东技术中心。这意味着，
中科院首次与民企共同组建常
设研发团队，开展实质性合
作。一方面，西王特钢成为中
科院金属研究所的研发基地；
另一方面，金属研究所则成为
西王特钢的定点研发机构。二
者联手有望解决实验室成果向
产品转化的难题，为中国产学
研合作探索出一条新路。目
前，该合作已被列入《山东省

“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
第二，西王特钢有力推动

了钢铁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步
伐。近年来，西王特钢致力于
打造清洁智能化制备高端装备
用特殊钢示范线项目，已建成
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高端装备用特殊钢清洁智能制备
示范线”，并研制出国内首台自动化全封闭气密保护浇钢
车，成功实现了高品质特殊钢的清洁、智能、批量化生
产。截至目前，公司已经开发出面向高端制造的国家重
点工程用钢、海工用钢等特殊钢新品种120余个。其中，
公司与中科院金属所合作研发的高速重载高强度钢轨可
提高钢轨使用寿命50%以上，综合机械性能明显优于在
用钢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被列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与中科院联合中国石油旗下企业研发出海洋钻用新材
料，并主持制定《深海油田钻采用高强韧合金钢棒》国家
标准，填补了国内海洋钻采装备特种钢的空白；其生产的
车轴钢产品已经通过铁路部门的认证，公司也由此成为
山东省唯一一家进入铁路车轴钢市场的钢铁企业。

第三，西王特钢在“钢铁丛林”中建起了“绿水青
山”。近年来，西王特钢加大了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前不
久，公司启动烧结机烟气脱硝项目，成为山东省第一家开
工建设烟气脱硝项目的钢铁企业。该项目使用了先进的
臭氧低温氧化工艺，在业内尚属首次。据西王特钢有限
公司安全环保总监何庆文介绍，该项目投入运行后，氮氧
化物排放浓度将在目前排放达标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
眼下，西王特钢正在实施“烟囱消白”工程，以期彻底改变
钢企留给人们的“傻大黑粗”印象。

“西王特钢要在‘特’‘精’两个字上加倍努力。我们
希望，西王特钢能从一般意义上的炼钢企业中脱颖而出，
成为全流程装备制造企业。”王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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