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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里，崭新的带盖玻璃碗排成一排，从生产
线上“鱼贯而下”。可是，它们的尺寸为什么
这么大？

“一般市售玻璃碗的容量都是720毫升，
这一款是1.5升，未来我们还打算做2升的产
品，这就是我们根据电商反馈意见，为消费者

‘量身定制’的新产品。”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
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程英岭告诉记者。

如今，电商的意义早已不再局限于制造
企业触达消费者的渠道，它也在为改造供应
链提供新动力。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按
需定制”。拼多多副总裁井然表示：“拼多多
推出了‘新品牌计划’，在7个多月的时间里，
近500家企业与品牌方参与了试点工程。从
2019年1月份至今，拼多多共计推出了1200
余款定制化产品，累计订单量超过 5700 万
件。仅‘6·18’购物节期间，平台定制化产品
订单量便超过900万单。”他透露，随着这一
计划的深入推进，拼多多有望在3年内实现
10亿元规模的定制化产品年订单量。

“更重要的是，一批优质工厂借此实现了
从国际品牌代工方到自主品牌拥有者的跨越
式发展，打通了海量中高端产能与数亿消费
者需求之间的错位屏障，甚至已经开始带动
连片的外向型产业带拓展内需大市场。”井
然说。

基于电商的定制化生产对制造业企业究
竟意味着什么？

一方面，是新品牌得以形成。
高频消费品类一向被认为是跨国公司与

集团化企业的“专属”，只有这些企业才有资
本和能力将品牌形象、销售渠道铺遍每一个
角落，形成规模优势。现在，包括可心柔、植
护、丝飘等，基于拼多多形成的新“拼品牌”已
经崛起。丝飘纸业公司董事长钮广兰表示，
此前丝飘还是一家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代工
厂，到了2018年，公司销售额就直接“飙”到了
2亿元，与2015年相比增长了10倍。

“去年‘双 11’当天，我们的发货量就有
28 万件以上。丝飘现在每天的出货量是数
以万计，更高的开工率意味着更低的成本，这
让我们在上游原料商那里有更强的议价权，
在快递等方面也能够获得一定的议价空间。”
钮广兰说。

拼多多认为，新品牌之所以能够迅速崛
起，原因之一在于传统流通渠道下沉到低线
市场的环节繁多，电商的普及让制造企业终
于有机会直接面对低线市场的消费者。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春宇也表示：“中国是全
球最大的消费国，不同区域、不同人群有着迥
异的产品需求。同时，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
制造国，但制造能力和需求供给之间的错位
长期存在。比如，提起吹风机，消费者首先会
想到戴森或飞利浦，叫得响的国产品牌寥寥
无几。广大消费者最需要的是品质过硬、价
格适中的产品，可惜在此前很长时间里，能提
供这类产品的制造企业并没有太多机会直接
出现在消费者面前。如能有效击破这样的阻
碍，无疑将创造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此外，数据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当需求数据真正连通并指导生产时，按
需定制就会迸发出超乎预期的巨大价值。”拼
多多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陈秋透露：“我们有超
过200人的数据工程师团队专门负责在保护
用户隐私的基础上‘读懂’消费者，再经过‘新
品牌实验室’包括产业专家在内的团队完成
转化，最终传输给上游生产企业。”

德力大容量玻璃碗的诞生，就是流程再
造的结果。“我们得到了很多关于消费者需求
的信息和数据，并结合行业经验设置了一些
新品研发的关键‘维度’，包括‘杯盖’‘耐高
温’‘加厚’‘容量’等。我们甚至还通过电商
渠道创新了研发方式，每次新品先做出500
个至1000个，参加诸如‘1元秒杀’这样的活
动，然后再整合消费者的反馈信息，对产品进
一步改进。”程英岭表示。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陈宪对此颇为感慨：“制造企业的理想状态是
订单持续、稳定、长期、可控。电商渠道的加
入，不仅可以通过需求前置化让消费者深度
参与新品研发、投产的全过程，极大地降低了
研发投入的不确定性，而且还可以用稳定的
需求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

拼多多有望3年内年销十亿

元规模定制化产品——

电商如何改造供应链？
本报记者 陈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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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有色金属行业的龙头企业，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
集团”）自 2001 年成立至今，短短 18 载，
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
跨越式发展。如今，中铝集团总资产超过
6400 亿元，年销售收入 3000 多亿元，业
务遍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连续 11 年入
选世界 500 强企业榜单，拥有 6 家境内外
上市公司。

进入新时代，中铝集团确立了建设具
有全球竞争力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并确
定了“4+4+4”发展战略，即做强做优铝、
铜、“稀有稀土”、铅锌四大核心产业，加快
发展工程技术、工服物业、资本金融、贸易
物流四大协同产业，积极培育环保节能、创
新开发、海外发展、智能科技四大新兴产业
的战略发展新格局。集团上下正对标世界
一流，建设世界一流，为实现股东增值、企
业增效、员工增收，为谱写新时代中国梦中
铝新篇章而奋斗。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铝业”）作为中铝集团旗下核心主业板
块，几年前还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举步
维艰，如今已经重新焕发生机，不仅重新成
为行业竞争力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好、产业
链完善的中国铝工业排头兵，更一跃成为
全球第一大氧化铝、电解铝和精细氧化铝、
高纯铝供应商，经营业绩持续大幅攀升。

日前，记者走进中国铝业大厦，专访了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
秘书王军，听他讲述中国铝业近年来“连滚
带爬、拳打脚踢、爬坡过坎、励精图治”的决
战决胜历程。

从无到有——

挺起中国民族铝工业的脊梁

王军带领记者一行参观了企业展厅，
面对一张张珍贵的影像资料，回顾了中国
铝业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历程。

王军告诉记者：“抚顺铝厂（中国铝业
旗下抚顺铝业有限公司的前身）是新中国
第一家电解铝厂。当时，为尽快生产出我
国自己的铝产品，一大批干部、工程师、员
工直接把家安在了车间，不分昼夜、不辞劳
苦，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在白纸上逐步探索
建立了民族铝工业生产体系。”

在之后的发展历程中，包括抚顺铝厂
在内的一大批中铝集团旗下企业，从矿山
勘探开采、氧化铝工艺闯关、电解铝技术
突破、铝合金材料研发制造等方面打破了
外国封锁，为国民经济、国防军工及国家
重大科技工程材料保障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资料显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嫦娥
工程、墨子号、天眼、大飞机等重大项目背
后，均有中铝人的身影。中铝集团提供了
大量产品技术支撑，涉及上百种合金、数千
个品种的高品质有色金属材料。

经历过创业期的艰辛探索、发展壮大
期的艰苦奋斗、扭亏脱困期的摸爬滚打和
新时代创新发展时期的励精图治，如今的
中国铝业已经成长为全球规模最大、产业
链最完善、技术装备水平最高的铝工业龙
头企业。

大型化和规模化带来了成本优势，事
关市场竞争成败。作为我国铝工业的引领
者，这也正是中国铝业的优势所在。

“这是 50 万安培和 60 万安培大型预
焙电解槽。这项技术国际领先，在我们这
儿已经大量投入使用了。”王军指着墙上的
一张图片说道。

聚焦产业链前端和价值链高端，中国
铝业在引领行业发展的同时，也开辟了新
的市场“蓝海”。中国铝业加大下游高附加
值产品的研发力度，开发出“高品质氧化
铝”等高端产品，提高了产品的技术含量与
档次，70%的关键指标优于进口氧化铝，不
仅实现了进口替代，更使公司成为全球最

大的高端精细氧化铝生产商和供应商，把
市场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正如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
员、副总经理，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卢东亮所言：“就铝工业技术而
言，世界看中国，中国看中铝。国内基本上
所有原创领先的铝工业技术都出自中铝集
团。从上游矿山开发到下游采选冶炼，整个
产业链、整个行业人才和主要的研究院基本
上都在我们这里。目前，全国已授权的铝工
业发明专利，中铝集团占70%以上。”

持续跨越——

世界一流企业蓝图一绘到底

2001 年，中铝集团刚一成立，就确定
了推动中国铝业在海外上市的目标。彼
时，面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竞争国
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趋势，中国铝业主
动把目光投向了全球市场。

2001 年 12 月份，中国铝业相继在纽
约、中国香港挂牌上市，通过登陆国际资本
市场，树立起了中国铝工业在国际市场的
第一品牌。

如今，中国铝业已成为国内唯一集铝
土矿、煤炭等资源勘探开采，氧化铝、原铝
和铝合金产品生产、销售及技术研发、国际
贸易、物流产业、火力发电、新能源发电于
一体的大型生产经营企业，产能、资产规
模、收入均进入国际一流企业行列。

“中国铝业身处完全竞争领域，必须对
标先进、学习先进。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
力，我们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深化管理改
革，在试点先行的基础上推动管理改革范
围不断扩大，最终将覆盖旗下全部22家企
业。”王军表示。

进入新时代，中铝集团按照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架好“四梁八柱”，绘就“大有色”
可持续发展蓝图。作为中铝集团最重要的

业务板块，中国铝业按照集团“4+4+4”战
略布局，开启了“低成本、高质量、机制优、
效益好”的发展新阶段，企业也由此迎来了
第二次跨越式发展新高峰。

逆势突围——

用“加减乘除”法撬动发展杠杆

回望过往，金融危机的阴霾与冲击依
然让中铝人记忆犹新。2008 年国际金融
危机以来，全球有色金属行业受到严重冲
击，铝、铜等主要产品价格单边大幅下挫，
甚至出现断崖式下跌，创下了20多年来的
最低点，很多有色金属领域的国际巨头也
不得不缩减产能，抵御寒冬。

2015年以来，中国铝业充分利用行业
调整时机，按照中铝集团的统筹部署，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创新运用“加减乘
除”法，实现了从扭亏为盈到连年盈利的重
大转变。

王军告诉记者，中国铝业首先从“做减
法”开始，动真碰硬“处僵治困”，止出血点、
减亏损源。几年下来，公司通过退城进园、
退二进三、易地搬迁、主辅分离等多项举
措，推动一批企业成功实现转型升级。

在“做减法”的同时，中国铝业以“做除
法”加速形成联动效应。公司通过资产重
组、优化配置、异地安置等方式平稳妥善分
流2.1万员工，盘活闲置资产40亿元，实现
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做乘法”是行业难点，不过也恰恰是
中国铝业的特长。中国铝业充分发挥人
才、技术和管理优势，在全产业链上全面出
击、全力突破，一大批新技术的应用帮助企
业实现了降本增效，提升了市场竞争优
势。王军表示，通过持续对标先进、精准管
理，组织全员、全过程、全方位降本增效，中
国铝业主要产品成本大幅下降，企业质量
效益显著提升。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

铝业实现扭亏；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分别实现利润16.35亿元、30.1亿元、25.03
亿元。

要积蓄未来发展动能，还必须科学“做
加法”。通过在具有发展优势的地区加快
布局，中国铝业打造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基地，贵州华锦、内蒙古华云等一批技改项
目和重点工程相继建成投产，成为行业内
最具竞争力的单体企业，为中国铝业带来
了新动能。

地处内蒙古的老国有企业包头铝业公
司正是此轮“做加法”的重点。中国铝业通
过对包头铝业开展技术改造，发挥内蒙古
资源能源优势，使包头铝业成长为中国铝
业旗下最具成长性、最有竞争力的铝业基
地。目前，包头铝业已经形成“煤—电—铝
—铝合金”一体化布局。

追梦前行——

“西直门节奏”照亮发展之路

对于旗下拥有几十家生产企业、6 万
多名员工的中国铝业来说，要在当下这个
急速发展的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确实不
易，每一次生产曲线的波动都是“前线战
况”，每一次不合理的曲线波动都必须精准
快速应对。

每天早上 7 时，位于北京西直门的中
铝大厦 30 层 4 个视频会议室就全部打开
了。7时30分，中铝集团领导、各板块负责
人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
企业共同召开“早调会”，总结前一天生产
经营情况。大家利用仿真会议系统调阅数
据、查看图表、分析曲线，及时发现问题，然
后“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自葛红林2014年10月份调任中国铝
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后，这样
的节奏就变成了集团所有业务板块的
惯例。

华灯初上，夜色渐浓，当许多人结束了
一天的工作，正享受着悠闲的休息时光时，
中铝大厦却是灯火通明，成为西直门的一
道独特风景。

葛红林提出：“状态要更好、力度要更
大、节奏要更快、办法要更多、效果要更
好。”这种“五更”工作作风也被员工称为

“西直门节奏”。党组率先、板块奋进、企业
冲锋，14 万中铝人以强烈的中铝情怀、中
铝气节、中铝自信，拼出了志气，闯出了新
路，重塑了形象。

葛红林说：“中铝集团扭亏脱困转型升
级取得的积极进展和初步成效，是我们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作
为国有企业的‘根’和‘魂’的结果。”

2015年是“连滚带爬”，2016年是“拳
打脚踢”，2017年是“爬坡过坎”，2018年是

“决战决胜”……这几年，中国铝业一步一
个脚印，走出了逆境，迎来了转机，进入了
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中国铝业：“铝”途追梦
证券日报记者 赵学毅 向炎涛 杨 萌

图图①① 中国铝业生产的全铝中国铝业生产的全铝

车身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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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②② 中铝大厦外景中铝大厦外景。。

（（企业供图企业供图））

图图③③ 中国铝业中国铝业产品展示产品展示。。

（（企业供图企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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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铝业广西分公司厂区外景图为中国铝业广西分公司厂区外景。。
（（企业供图企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