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周财经言论

本报记者 张頔 整理

现在，我们正处在全球巨
变的前夜。这场注定会改变许
多国家和民众命运的巨变，将
以怎样的形式展开？它对中国
乃至每一个人的命运意味着什
么？面对未来的大趋势，投资者
该如何做选择？企业家应该如
何决策？……本书对上述问题
一一做出解答。

本书分为“现实篇”和“未来
篇”上下两部。“现实篇”写到2015

年，偏重于写原因、规律和战略
布局。“未来篇”从2016年写到
2034年，是由上部的“因”和战略
布局引申出未来的“果”，是对
2016—2034年中国、美国和全球
大趋势以及房价、外汇、大宗商
品等走势的具体展望。

创富荐书

《时寒冰说：

未来二十年，经

济大趋势》

作者：时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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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软刘积仁：现在

的新常态其实是回归正

常

“我不认为过去30年所取
得的许多成就，是因为我们自
己努力的结果。也就是说当我

们认真看一下市场给我们
的机会，当投资或者成功
的几率特别大的时候，
当我们在创业的初期胆
子大，就有可能获得成
功。”

——— 东软集团董事长
刘积仁表示，过去中国经济

30年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
现在所谓的“新常态”只是回归
正常而已。

“你去看，大多数电商都不
赚钱的，不要把马云吹得神乎其
神，大多数淘宝业主是不赚钱
的。”

———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
事长袁岳认为，互联网上卖的
东西一定会比原来线下更便
宜，因为这些东西对比的范围
太大了，你要不降价完全没人
买，因为都是清库存的产品，所
以最后只能价格战。今天对于
传统企业来讲，最后能活下去
的主要是产品企业。

“今天在全球前10位的手
机厂商里面，有七八家中国厂
商，这主要归功于在过去中国
市场占了全球35%-40%的市场
份额，而且增长一直在全球是
最快的。但是如今中国已经不
再是一个高增长的市场，最高
的增长出现在中国以外的其他
的新兴市场。”

———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杨元庆认为，如果只在中
国经营业务，手机企业不可能
维持全球市场地位，那也将意
味着只在中国市场发展会江河
日下。

“对于一个看重品牌的快
递企业来说，业务量增长过高、
过快是个很大的挑战，这意味
着企业必须在服务质量和业务
数量两者间作出选择。我非常
看重顺丰的品牌，这不只是一
个面子的问题。顺丰品牌声誉
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全体员工的
生活是否有保障。”

——— 以质量换利润，这是
顺丰创始人王卫的生意经。

顺丰鲁中区新建中转场位于潍安路与银通街交叉路口，占地1 . 58万平米，于11月8日正式启用。 李虎 摄

37 . 68万元凯迪拉克，网上买了

电电商商开开始始攻攻击击44SS店店
本报记者 宋磊

你敢花37 . 68万元从网上付全款，买
一辆凯迪拉克SRX吗？

这样的事就发生在11日零时，在汽
车之家网上购车活动仅仅开始7分钟后，
上海一位网友就这么豪爽下单了。

线上全款购车。依托“双十一”这种
全民狂欢网购的浓厚氛围，汽车电商也
在打破传统的汽车销售模式，抢夺实体
4S店饭碗。

“双十一”当天，中国最大的汽车
网站汽车之家举行的疯狂购车节上，
订购总量37117辆，总金额60 . 54亿元，
其中全款销量2488辆，全款销售额2 . 23

亿元。
据悉，去年“双十一”汽车之家虽然

也推出了网上购车，但仅仅是网上预付
订金线下交尾款提车，今年则开启了完
全线上交易的新模式。

这种新模式与汽车之家的访问量是
分不开的。艾瑞数据显示，2014年第三季
度汽车之家网站用户的平均每日花费时

间增加到15 . 8分钟，PC端平均独立用户
访问量环比显著增长，达到800万。

这股汽车电商大战的硝烟味在数月
前就可嗅到。在各个汽车电商的品牌搜
索栏，既有东风标致、别克、雪佛兰、北京
汽车、比亚迪、上海大众等合资和自主品
牌，也不乏奔驰、奥迪这样的高端豪华品
牌。“我们提前半年进行全品牌招商，广
招参与者进来参加活动。”汽车之家一位
谢姓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今年参加网上购车活动的经销商
中，一家汽车厂商直接切断了自家汽油
车的线下销售渠道，将汽车之家的网上
商城列为全国唯一销售渠道，全款在线
售卖。汽车之家提供专属车型送货上门
服务，汽车厂商仅仅在线下提供提车和
售后服务，“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这也是线下经销商体系的一次变革。“谢
先生表示。

汽车之家的CEO秦致告诉记者，真
正的汽车电商需要在电商平台和消费
者之间产生直接交易。以往的汽车电商
都是通过线上支付订金，线下支付尾款

的方式来做，并未在线上完成全部交
易，这种情况称为精准集客。即在线上
吸引客流，转换率需要在线下完成。今
年，汽车之家率先开通网上大额支付功
能，支持用户在线支付全部购车款，同时
和全国6000多家经销商绑定了支付系
统，实现了财务对接。在秦致看来，这是
汽车之家引领汽车电商从精准集客迈
向真正完全线上全款交易的重要转折。

那么这种态势下，整车销售链条上，
4S店未来会变成一个展厅还是一个维修
点呢？汽车之家的工作人员称，其实4S店
的重头利润都在售后，单纯销售汽车的
利润非常微薄。一位汽车经销商因此直
言，4S店模式是“最腐朽”的商业模式，如
10年前的家电品牌专卖店一样，一切都
是高成本运营。

有业内人士认为，低价和高效是互
联网基因的本质，通过“双十一”的销售
体验，越来越多的传统渠道将感受到低
价、高效的重要性，重塑价值链、打通线
上线下实现电商转型，渠道效率提升成
为必然。

物流“超级战舰”：

拼的是谁比谁更大更有效

11日零点，马云先去看了一下系统
的压力可不可以压得住；销售额冲到100

亿时，他又去了菜鸟网络看物流配送。
“四百亿、五百亿、六百亿我也没多

大关心，我关心的是在于今天这个情况
下，如果卖四百亿、卖五百亿，有多少包
裹得寄出去，得安全地送到，路上不能有
故障，不能下雪，不能下雨。”在马云心
里，销售不是问题，物流配送才是最大的
问题。

11月11日14点全国各大快递接单量
显示，申通1200万；圆通1000万；中通915

万；韵达 6 6 6万；天天 3 4 0万；全峰 1 3 6

万……“双十一”全天，物流订单2 . 78亿，
涉及217个国家和地区，派送范围和数量
激增。

571亿不是问题，关键是物流Hold得
住吗？

“陈女士，你的快递到了。”在济南一
家事业单位工作的小陈11日凌晨下单购
买了6件商品，由4家不同的快递公司派
送。12日上午，她就收到了其中3件，另外
3件也已经在路上，“平时快递都没这么
给力。”

小陈欣喜的背后，是各大物流公司
不断重金投入。要支撑电商销售跨越式
增长，未来的物流需要跨越式发展。

“双十一”前，京东在上海宣布，2010

年就开始酝酿筹备的“亚洲一号”物流中
心一期投入使用。“亚洲一号”规划建筑
面积20万平方米，号称全国最大的电商
仓储物流中心。利用自动存取系统，实现

了自动化高密度储存和高速拣货能力，
自动化分拣处理能力达16000件/小时，
分拣准确率99 . 99%。

顺丰则与波音公司签订了 7 6 7 -
300ER BCF客改货协议，该机型拥有更
好的跨洲际航行能力，未来将成为顺丰
布局跨境电商物流的航空主力。

土豪一掷千金，小电商们却没有这
个豪气，他们不少与第三方仓储企业达
成深度合作，这也让专业仓储在这个“双
十一”一鸣惊人。

位于丹阳的中联网仓公司配送中心
宛如一艘超级战舰，仓库长145米，宽75

米，共五层，整个仓储面积合计55000平
方米，配送中心有80万个货位，可存储商
品500万件，日订单处理能力为150万件
商品，峰值处理200万件商品。此次首战

“双十一”，1小时处理货物量达120万件，
惊人的效率让许多快递公司惊叹。

弯道超车的本钱：

就算放弃利润也要抢夺市场

1 2日晚1 1点，看着潍坊分拨中心
忙碌的员工和来往不停的干线车辆，
天天快运运管中心副总监刘磊心里踏
实下来。去年“双十一”，这个分拨中心
同期分拨量只有6万件，今年暴增至60

万件。
天天快运过去专注于商务快件和工

业件寄递，很少涉及淘宝件，商务快件和
工业件一票20%左右的利润率远高于淘
宝件5%的利润率。

“就算放弃利润也要抢夺市场。”刘
磊告诉本报记者，电商快件数量以每年
60%至70%的速度增长，而受困于经济

形势，商务件、工业件增幅不足12%，对
于快递业来讲，守着这样的增幅是没法
发展的，要想做大还是要依靠电商。为
备战“双十一”，天天快运今年在中转场
地、干线车辆上的投资就不少于10亿元
的。

虽然从业者都说淘宝件不挣钱，可
谁又不是因此发家或扩张的。一位快递
从业者坦言，如果没有电商的快件收入
和数以亿计的快件基数，民营快递企业
是无法实现弯道超车，超过EMS这样的
国企的。

在电商红利的推动下经历爆发式的
增长后，主营淘宝件的四通一达在低价
竞争中后续乏力。伴随着顺丰强势进军
淘宝件市场，并抢占部分高端客户，目
前，顺丰销售额从130亿元增长到200亿
元，年盈利超过16亿元，伴随着盈利能力
越来越强，一线龙头增长速度远远超出
行业平均水平。

在一个成熟的行业里，最终存活下
来的大型企业不会超过5个。身处非竞争
优势的一方，煎熬的感觉将会始终伴随。
顺丰争夺淘宝件，投资生鲜冷链一骑绝
尘，圆通组建航空公司抢时效，申通抢先
高铁快件苦苦追赶，天天投巨资转型，皆
因于此。

“当电商销售额和快件高峰的寄递
量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区间后，才是快递
企业真正厮杀的时候。那时快递业竞争
将不再是目前的人力密集型产业的竞
争，而将升级为物流信息技术和资本的
竞争。”业内人士表示，届时顺丰、德邦为
代表的直营模式快递企业的优势将凸
显，与四通一达等加盟制的快递企业直
接碰撞也将更为激烈。

顺丰买“跨洲际”飞机 京东建NO. 1物流中心

物物流流打打响响线线下下战战争争

本报记者 李虎 实习生 郭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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