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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近日，京东封杀申通一事惊动
整个快递圈。

事件始于几天前，京东在卖家
论坛中挂出《关于合作快递服务调
整的通知》，要求京东商家停用包括
申通在内的几家快递公司的服务。
京东方面给出的理由是双方合同已
经过期，且未就续约达成一致。

就此，申通方面回应称，京东
此举是“滥用平台霸权”，并表示京
东的“霸权文化”是“只有自己，没
有共生”。

实际上，虽然“跳”出来的是申
通，背后隐藏的却是一个巨大的关
联方——阿里系物流。随着今年上
半年阿里参股韵达快递，“四通一
达”事实上已经都与阿里“沾亲带
故”了。加上苏宁收购天天快递，拼
多多与极兔物流合作，今天的物流
赛道上早已群星闪耀。

应该说，电商与物流的捆绑从
二者诞生之日起便初现端倪。作为
电商业务发展的“大动脉”，在物流
上落后一步或许就意味着在未来
某一天被人“扼住喉咙”。从电商
角度来讲，价格优势仍然是各大平
台的主要竞争手段之一，尤其是对
于那些价格已经无限趋近于成本
的品类而言，物流是抢夺流量的最
重要筹码。

知晓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京
东为何会封杀申通了。过去几年
间，京东之所以能成功“突围”，很大
程度上依靠的便是自建物流。因
此，关于快递方面的合作，京东向来
是锱铢必较的。京东与阿里系快递
公司划清界限，确实有扩张自家快
递品牌，完善自身生态体系的意图。

客观地说，这种“自我保护”并
不是京东一家的坏毛病。阿里对待京东又何尝不是如此？此
次京东封杀申通事件，源于京东认为阿里未响应京东物流入
驻天猫等平台的提议在先。按照京东的说法，阿里拒绝京东
物流接入，京东也停用阿里系物流，这是“公平竞争”。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阿里共投资了20多家物流公司，京
东也投资了 10 家左右。虽然双方的重点不同，一个是联合
众多物流企业共同打造菜鸟网络，一个是以自建物流为主，
辅之以配套企业，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双方的竞争早已
进入白热化阶段。加上物流本质上与电商平台的捆绑关
系，双方不得不在购物、支付、快递、新零售等多个垂直领域
展开全面厮杀。

从企业自身发展角度看，很难讲谁对谁错，一切都是利益
的争夺。不过，再多“不得已的苦衷”也掩盖不了封杀的本质，
那就是滥用市场优势地位，对商家、消费者实施约束，谋求独
占市场。站在后者的角度看，如此不留余地的“二选一”带来
的只能是消费者选择减少与物流成本上升。正所谓“神仙打
架，小鬼遭殃”，普通商家与消费者除了被迫“站队”外，似乎也
没有别的选择。

事实上，对于不少国人来说，“二选一”的故事一点也不陌
生。早年的“3Q大战”也好，后来的移动支付对决也罢，或是
近期美团限制使用支付宝……10 年过去了，这些“重复的
故事”表明，消费者的话语权并没有得到更大提升，选择权也
没有得到更多保障。

时至今日，与其继续讨论大咖之间谁又“霸权”了谁，如此
反击究竟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其实并没有太多意
义。不如换个角度思考一下——一众电商与物流巨头“合伙”
逼迫消费者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算不算“霸权”了消费者？
说好的开放呢？

无论是电商平台还是物流企业，归根到底都应当以畅通
产业链、提振大消费、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好服务为目标。在
同样的赛道上，大家应当比拼的是谁能跑得更快、转弯更灵
活、调整更迅速、后劲更充足，倾轧对手或许能取得阶段性胜
利，但对于整个行业发展来说并无益处。健康的产业呼唤开
放的生态，健康的企业需要有开放的心态，无论什么时候，把
用户体验放在第一位才能成为最终赢家。这才是封杀事件背
后真正值得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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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从圆通速递有限公司获悉：圆通
与阿里巴巴集团达成新一轮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推进包
括快递物流、航空货运、国际网络及供应链、信息技术等在
内的协同合作，共同增强双方的客户服务能力及全球化综
合服务能力。此举同时意味着，双方长达10余年的合作将
进一步加深。

15年前，得益于淘宝平台与圆通的合作，网购开始进入“包
邮时代”。此后，阿里多次增持圆通股份。从此，圆通进入发展快
车道，并于2016年成功登陆A股市场，成为中国快递物流业第
一家上市公司。在刚刚过去的第二季度，圆通快递业务量同比增
长52.49%，利润增长40.63%，均远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作为战略合作的一部分，此次阿里再次对圆通增资，阿里
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圆通的持股提升了12个百分点。增持完
成后，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仍是圆通的控
股股东。

据了解，此次圆通与阿里的战略合作重点包括全球化及
数字化建设。疫情发生以来，圆通深入参与菜鸟全球包裹网
络运行，执飞了菜鸟前往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
航线。圆通与菜鸟在中国香港共同投建的世界级物流枢纽也
在快速推进中。同时，圆通与菜鸟将联合开发运营快递物流
先进设备，建立智能物流大数据应用，进一步提升圆通业务运
营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圆通阿里巴巴达成新合作

本版编辑 梁 睿

“奶牛的日子过得可好啦！一头奶牛一
天的伙食费在80元左右，每天吃饲料50公
斤，喝水100升，还有专人给它们放音乐、做
按摩……”伊利集团旗下伊利牧场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作为国产乳品龙头企业，伊利集团从位

于产业链最前端的种草养牛环节开始布局，
并通过严格监管严格把控产品质量，致力于
为消费者提供安全、营养、健康的产品。

“10年前，我国奶牛养殖还以小规模为
主，目前已被规模化的现代化工厂所取代，
生产效率、管理水平大幅提升。”伊利集团原

奶事业部有关负责人感慨道。
走进伊利集团位于呼和浩特市金山开

发区的敕勒川精品奶源基地，奶牛正排队走
上转盘式设备挤奶，挤出的牛奶将通过专用
管道直接输送到罐车上，运往加工厂。伊利
牧场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里养殖了

7000多头奶牛，均为清一色的荷斯坦牛，俗
称黑白花牛。我们为每头牛建立档案，从出
生到成长，每个细节都‘尽在掌握’。”截至目
前，伊利所有原料奶合作供应商均已实现规
模化、标准化养殖，单产大幅提升。

要想生产出好牛奶，奶源是重中之重。
这意味着，奶牛的品种、培育过程、饲料质量
乃至牧场环境，每个环节都不能放松。为
此，伊利大力推动牛群品质、饲草料质量、养
殖技术3个“全面升级”，100%采用全混合
营养日粮技术及精准饲喂系统等，大力提升
生鲜乳品质。如今，伊利集团生鲜乳蛋白质
含量已连续10年实现稳定增长，关键指标
大幅领先于国内行业标准以及欧盟标准，为
优质乳品生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原料质量管控方面，伊利一直执行高
于国家标准的企业标准，不仅额外增加了众
多质量控制指标，而且对每项指标均设定了
极为严格的限值。以生鲜牛乳质量控制为
例，伊利比国家标准多了5个卫生指标。在
检测环节，伊利还设立了食品安全“三条
线”，即在“国标线”基础上，把标准提升
50%，制定“企标线”；在企标线基础上，再次
将标准提升20%，此为“内控线”。国标线、
企标线、内控线，伊利通过严格执行“三条
线”进一步提升了食品安全风险管控能力。

“目前，伊利已建成全过程监控体系，每
一滴牛奶都能做到全程可追溯。”伊利集团
执行总裁张剑秋说，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
深入推进，目前伊利集团又加快了国际化发
展的步伐，不仅持续加强奶源建设国际合作
力度，还大力探索奶业发展新模式、新路径，
为全球奶业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伊利多措并举提高乳制品质量——

让每一滴牛奶全程可追溯
本报记者 裴 文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们把希望
投向疫苗，期待疫苗让大家的生活尽快恢
复到以往的状态。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药集团）正在为这个目标不懈
努力。

“按照相关规定，疫苗必须经过临床一
二三期试验。目前，我们已经进入最后一
个阶段，即三期临床试验，大概3个月左
右就可以进入最后审批阶段。疫苗有望在
今年年底前上市。”国药集团董事长、党委
书记刘敬桢告诉记者，“国药集团旗下中国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集
团中国生物公司）位于北京、武汉的两个
新冠灭活疫苗生产车间，目前合计年产能
为3亿剂。面对国内外巨大的市场需求，
公司正在计划进一步扩大产能。”

责无旁贷：

“国家队”的使命担当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国药集团在诊
断、治疗、预防3条战线上全面出击，取
得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性成果。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刘
敬桢告诉记者，国药集团把国家公共卫生
安全与人民生命健康放在首位，积极履行
央企社会责任，迅速成立科技攻关团队，
提出康复者恢复期血浆疗法，并获得全球
首个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临床试验批件，努
力发挥生物制品“国家队”和“主力军”
作用。

疫情初期，国药集团派出科研攻关团
队第一时间奔赴武汉。他们在48小时内便
成功研发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成为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第一批推荐使用的检
测试剂产品。

在疫情暴发初期尚无特效药的情况
下，国药集团在国内率先提出康复者恢复
期血浆疗法。2月13日，国药集团中国生
物公司宣布，已成功制备出用于临床治疗
的特免血浆，呼吁康复者捐献血浆。据国
药集团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
段凯介绍，倡议发出后，电话热线被“打
爆”，采集点运营当日就有 3 位康复者
献血。

据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杨晓明介绍，公司之所以能率先
提出康复者恢复期血浆疗法得益于扎实的
技术储备。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国
药集团中国生物公司已经对康复者血浆疗
法进行了深入研究。而且，该公司拥有全
国最大的血液制品企业，在产血液制品达
11种，血浆采浆量、单采浆站数均居国内
第一。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年产50种品规疫
苗，年产量超 7亿剂次，市场占有率达
80%，是中国最大、全球第六大人用疫苗
生产研发企业，拥有 4个国家级技术中
心、6个省市级企业技术中心。2019年，

公司科研投入达14.84亿元，占销售额比重
的12.3%，年均科研投入占比超过国内同
行业水平。”杨晓明说。

科学推进：

安全标准不降一分

医药制品直接作用于人体，对安全性
有极高的要求。同时，新品研发需要经过
繁琐的步骤，往往耗时漫长。可是，疫情
已经发生，药品研制非常紧急！

“我们的原则是，研发环节不少一步、
安全标准不降一分。在此基础上，全力以
赴、争分夺秒推进研发进度。”杨晓明说。

疫情发生伊始，国药集团中国生物
公司就成立科研攻关领导小组，并安排10
亿元资金投入疫苗研发。在综合考量技术
成熟程度及企业自身技术优势后，公司决
定把主攻方向聚焦在新冠灭活疫苗及基因
工程疫苗两条技术路线上。3个子公司、3
个项目组同时“开工”，先后攻克了新冠
病毒疫苗株筛选、毒种库建立、抗体制备
及鉴定、检测方法建立及质量标准研究、
生产工艺研究、动物攻毒保护性试验及疫
苗安全性评价等系列工艺与质控关键技
术，确定了产品技术路线、工艺参数及质
量标准。

4月12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武汉生

物制品研究所获得全球首个新冠病毒灭活
疫苗临床试验批件；4月27日，北京生物
制品研究所获得临床试验批件，为疫苗研
发加上了“双保险”。

数据显示，疫苗临床试验效果显著。6
月16日，一期二期临床试验阶段性揭盲会
在北京、河南两地同步举行。揭盲结果显
示，疫苗临床受试者接种后无一例产生严
重不良反应；按不同程序、不同剂量完成
接种后，受试者均产生了高滴度的中和抗
体，接种两针后中和抗体阳转率达100%。

“这为我国疫情防控及疫苗使用提供了
科学、可评价的数据。”国药集团中国生物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王辉说。

无私共享：

奠定抗疫决战决胜基础

一期二期临床试验成功后，验证疫苗
有效性的三期临床试验开始了。鉴于此时
中国已经控制住疫情，不具备验证疫苗有
效性的临床试验环境，我国开始加大国际
合作。

“6月底，我们获批开始进行国际三期
临床试验。”据刘敬桢介绍，国药集团新冠
疫苗最早获得阿联酋的三期临床批件，之
后又连续获得巴林、秘鲁、摩洛哥、阿根
廷等国家和地区的临床批件。

“这标志着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三期
临床试验全面提速。更多样本量及不同地
区的临床试验数据将大大提升新冠灭活疫
苗上市进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
中国智慧与力量。”杨晓明表示。

我国已于7月22日正式启动新冠疫苗
紧急使用，在医务人员、防疫人员、边检
人员以及保障城市基本运行人员等特殊人
群中，率先建立起免疫屏障。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武汉所、北京所的
疫苗均已在中国国内获批紧急使用。其
中，部分人员赴海外工作，截至目前，在
身边有感染者的情况下无一例受到感染，
疫苗的保护作用得到了初步验证。

在此基础上，国药集团还积极推动抗
疫科研成果转化，在国际上引起良好反
响。《美国科学院院报》于4月6日刊发了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关于康复者恢复期血浆
疗法的研究论文，受到全球医疗界关注。
康复者恢复期血浆疗法“走出国门”，在许
多国家和地区推广使用，挽救了更多人的
生命。

除此之外，国药集团布局的其他抗疫
科研攻关项目也纷纷取得阶段性成果，用
于治疗新冠肺炎的特异性免疫球蛋白、基
因工程疫苗、人源化单克隆抗体、马抗血
清等多个项目有序开展，将为彻底战胜疫
情提供更有力的科技支撑。

用科技捍卫生命安全——

国药集团跑出新冠疫苗研发中国速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惠敏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公司工作人员在新冠疫苗生产车间内调试设备。 （资料图片）

图为伊利牧

场内的转盘式挤

奶设备。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