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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菏泽首届电子商务发展论坛开讲

精精英英齐齐聚聚一一堂堂，，论论道道电电商商发发展展

本报菏泽12月9日讯(首
席记者 董梦婕) 9日，本报
联合菏泽市商务局主办的
2014菏泽首届电商发展论坛
在牡丹大酒店开讲。本届论
坛以“电商创新 跨界融合”
为主题，围绕目前电子商务
形式和未来如何跨界融合的
话题进行了深度探讨，是菏
泽首届，且水准最高、影响力
最强的电子商务高峰论坛。

数据显示，今年天猫“双
十一”单日成交额571亿元，

比去年的数据362亿元多了
209亿，其中，菏泽人在“双十
一”当天0—12点的交易总额
为5579万元，在全省排第十
位。网购对实体店销售的冲
击日益明显，不少实体企业
已将电子商务视为市场竞争
优胜劣汰的重要一环，开始

“尝鲜”。据了解，菏泽电商每
年也呈几何基数增加，几乎
囊括了所有流通行业。

随着越来越多的传统企
业“触网”,传统企业如何转

型？跨境电商的新趋势是什
么？如何推动淘宝村规范发
展等问题也开始让电商们困
扰。为此，本报联合菏泽市商
务局共同主办2014菏泽首届
电商发展论坛，站在行业发
展的高度，围绕目前电子商
务形式和未来如何跨界融合
的话题进行了深度探讨。

本届论坛可谓是场关于
电商经济的智慧盛宴，特邀
了牡丹传媒总经理胡近东、
山东省网商协会电商孵化中

心副总监黄鑫昊、阿里巴巴
鲁南大区经理刘艳秋、山东
三信实业有限公司总裁邓小
华、通联支付菏泽分公司经
理张振、地方生活运营总裁
李忠钦、曹县大集乡常务副
乡长安庆、郓百集团董事长
陈殿杰、中国网库副总裁许
云鹏等重量级嘉宾分别做了
主题演讲。

大咖云集干货自然不
少，与会嘉宾们从不同的观
察角度和立场，畅谈各自对

电子商务的不同见解，围绕
零售业的升级与转型、微营
销、跨境电子商务等内容展
开深度探讨，共同“论道”电
子商务发展，探讨应用融合
之道，创新发展之路。

论坛现场座无虚席，除
了邀请的160余位嘉宾及企
业家，不少创业者也闻讯赶
来旁听，参会人员共计200余
人，现场气氛活跃。“不少朋
友都入网了，听说咱菏泽今
天要办首次电商论坛，我必

须得好好听听，多学学，长长
知识和见识。”牡丹区一花卉
店老板王先生说，希望能在
这场论坛里多淘点“干货”。

“此次论坛旨在促进菏
泽传统优势产业电商化进
程，提升互联网电商企业运
维能力，加速菏泽跨境电子
商务发展。”菏泽市商务局总
经济师张体信告诉记者，论
坛为业界交流合作搭建了新
的平台，而最终目标则为推
动菏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

“电商天生是强者、勇者选择的领
域，因为无论多小多大，一诞生就要面
对全国惨烈的竞争。”在胡近东看来，这
是一个强者选择的领域，创业者不仅要
具备互联网思维，还要有先进的营销手
法、超过常人的毅力和眼光。否则，很难
在强手如林的竞赛中存活。

“电商无论多小，无论做什么，都要
注重品牌建设和发展。”论坛中胡近东
强调，2014年双十一，天猫交易额24小时
达到571亿元，震撼了全国甚至全球。这

无疑是中国电商的整体胜利，但更重要
的，是阿里平台和阿里创造的电子商务
生态的胜利！

胡近东说，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快
时代，是需要既扎实又快的时代，若想
活得久远，必须保持学习力，必须摸索
出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颠覆自己的思
维、颠覆原来的商业模式，都需要学习。
只有学习，才可能创新，只有创新，才可
能生存。

本报记者 袁慧

互联网时代 须保持学习力

山东联荷电子商务产业有限公
司是以电子商务为主线，以电子商务
企业园区集聚为中心，以新兴电子商
务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为特征，采用
独创的360度电子商务产业运营服务
体系，打造集商务办公、仓储物流、多
媒体会务等配套服务为一体的一站
式综合型电子商务产业集群，是互联
网领域电子商务产业园区运营管理
专家。

黄鑫昊认为，网络营销以多元化的
展现形式、相对较低的推广门槛和可评
估的推广效果等优势，随着中小企业电
子商务应用水平的进一步普及发展，中

小企业网络营销应用的幅度将出现一
个巨大增长。

黄鑫昊介绍，联荷电商则致力于为
企业、政府电商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及解决方案，同时提供企业级、行业级
电商战略顾问服务、全方位一站式电商
孵化运营解决方案、整合营销推广、利
用外贸电商平台开拓海外市场等全方
位服务。

论坛中，黄鑫昊运用电商平台推广
效果转化漏斗详细讲解了店铺运营中
的“六个量”与“六个率”，根据变化分析
了影响因素。

本报记者 袁慧

打造电商产业园 为电商服务推广

近年来跨境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
新趋势，也是扩大海外营销渠道，实现我国外贸
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

2 0 1 4年“双十一”全球购物节，仅“双十
一”一天的时间，交易额就达571亿元，仅海外
流量一项就增加了近2倍以上，这个数字背后
是全球、移动、互联网的支撑，更离不开阿里
巴巴强大信用体系的建设。论坛中刘艳秋一
再 强 调“ 信 用 体 系 的 建 设 、大 数 据 的
POWER。”

“是支付宝成就了淘宝。”她表示，阿里巴巴
积聚了中国规模最大的交易数据，这是其发展
大数据的核心基础，而今阿里巴巴试图在B2B进
出口服务领域构建一个针对中小企业进出口服
务的外贸生态圈“阿里巴巴一达通”。

刘艳秋说：“无论是电商平台还是外贸企
业，跨境电商将会是推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动力，
能否迎着政策春风，大干一场，事关未来百年。”

本报记者 袁慧

跨境电子商务成

国际贸易新趋势

“在未来的几年，传统行业都会不断
的遭遇到互联网思维的颠覆，电商不仅
做的是技术更是商品。”山东三信实业有
限公司总裁邓小华说，当传统销售遇上
电子商务，要想做好互联网，就要将商品
作为有力的支撑点。

企业不变革就会落后，三信集团作
为传统零售企业，近几年不断改革创
新，2008年6月在青岛试水做独立电商
品牌店；2010年6月济南分公司成立，同
时开通分站；2012年9月在菏泽尝试做
本地化O2O电子商务；2013年4月成立
电商部门，开通淘宝天猫和本地商城；
2014年3月365特卖网上线，O2O平台成

功搭建，完成线上线下全渠道战略布
局。

未来的零售格局走向如何？邓小华
以实际行动做出了问卷。成功搭建的三
信O2O网站平台实现了网上和实体融
合，数据互通，点点鼠标货物即能及时
配送上门；365特卖网即整合了三信经
营以外的淘宝优质商品，提供折扣特卖
服务。

“零售世界在变革，但是最基础的还
是商品，目前公司与1300多个厂家有合
作。”邓小华说，发展电子商务要从掌握
用户习惯做起，做好渠道和商品。

本报记者 董梦婕

创新O2O模式

引领零售前沿

在电子商务和信息消费日趋成熟的
今天，支付行业无论是在传统线下支付领
域还是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领域，都保
持了快速增长的跨越式发展局面。互联网
金融凭借低门槛、高效等特点，成为投资
者及企业主日益关注的领域，不管对个人
还是对企业，金融生活正在发生巨变。

“第三方支付行业的发展也必定会促进
电子商务、综合信息服务等行业和领域的快
速发展。”通联支付菏泽分公司张振说，2014

年末，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亿，互联网普及率
比上年增长46 . 8%，整体市场规模还在持续
高速增长，这也是互联网金融能够蓬勃发展
非常重要的基础。

张振在发言中提到，互联网金融是指以
依托于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以及搜索引
擎等互联网工具，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
息中介等业务的一种新兴金融，包括移动支
付和第三方支付、金融产品的网络销售(余
额宝)、P2P网络借贷、众筹等。

公司专门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开通
了“通联宝POS贷”业务，该贷款业务最大的
特点在于无抵押、无担保，仅凭商户自身稳
定的POS交易记录及通联宝月日均余额作
为贷款审批的主要依据，并且申请、审批、授
信全流程都可在线上操作完成，整个过程仅
需3到5分钟。

本报记者 董梦婕

综合支付

助力互联网金融

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大环境下，
如何扎根地方做出本地生活服务平台
是一件需要研究的课题。今年11月初，
一个名为随手拍漂亮宝宝评比的活动
在微信圈中被疯狂转发，一个多月达
到百万以上的点击量，这就是李忠钦
所在的地方生活服务平台所做的互动
活动。

“地方生活作为立足于服务民生的
基于传统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的全景
化本地生活服务平台。”李忠钦说，商家
可通过引导用户扫描二维码、访问
WEB网站、移动APP等方式，快速吸引
用户，定位忠实消费群体，开启营销信

息推送通道。通过用户搜索、分享、推荐
等方式，在用户的微信、微博好友关系
链中进行传播。

李忠钦称，大数据显示，一般三个
月内达到入驻2万家商家，粉丝数达到
10万人以上才是成功开展服务平台的
基础。

据了解，地方生活通过打造多个类
型的门户联盟平台，如地方导购、生意
街、地方商城、地方交友、地方美食、地
方教育、地方社区、生活优惠券等平台，
扎根地方，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新媒体平
台。

本报记者 陈晨

新媒体注重互动

才有影响力
大集乡最大的特点是地理位置比较偏僻，是一个传

统意义上的农业乡镇。然而，2013年以来，电子商务经济
呈现出一种裂变式发展趋势。网店数从去年的2000多家
发展到现在的7000多家，如丁楼村300户家庭有280多户
开设淘宝网店，预计全年销售额将超过5亿元。

大集乡电子商务的发展模式是“加工企业+网店分
销”的模式，农民网商为主体、发挥主导作用，带动能力
强，线下整个加工产业链都是围绕线上的订单生产。线上
线下结合较好，已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

随着演出服饰产业的膨胀式发展，对资金、生产空
间、用电、人才、专业技术等配套设施的需求也在成倍增
加。2013年发现淘宝村后，大集乡迅速成立了淘宝产业发
展领导小组，动员和鼓励村民开网店做销售，制定优惠政
策，进行扎口管理，保护产业。帮助线下加工企业“顶天立
地”，全民创业工程“铺天盖地”。

下一步，大集乡将重点做好淘宝村的产业规划、龙头
企业培育、电商人才培养和品牌战略等方面。推动产业园
区化发展，加强产品品牌化与企业管理规范化，培养与引
进专业人才，扶持龙头企业，带动小企业集聚发展，继续
拓宽融资渠道。 本报记者 李贺

政府扶持淘宝村发展

传统零售业，尤其是百货零售行业
多年来一直以线下零售为主要经营模
式，而面对中国零售业的变革时期，消费
结构和消费心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
化，零售企业需要积极把握消费新趋势，
了解零售业发展所处的新生态。

“传统零售业利润的缩水，一方面是
网络销售等新型销售业态兴起，且在价
格和便捷性等方面优势明显大增，”陈殿
杰说，另一方面，零售业自身的经营环境
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如人工成本、房租成
本上升比较快。实体店的房租和人工成
本至少要占总成本的50%，这部分成本
快速上升，使得传统零售商的利润受到
极大挤压。

陈殿杰说，郓百集团成立于1998

年，下辖百货大楼、购物中心、郓百唐
塔商城、郓百物流配送服务中心等项
目，而从传统零售业转型升级是发展
趋势。

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郓百网上超市
是郓百集团为适当社会发展适时推出的
官方购物商城，同时包括郓百超市手机
版，实现多种方式购物。同时进行O2O方
面的尝试，正品保障，比超市更便宜，可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而今年“双十一”期间，郓百集团实
行线上线下联通机制，经过一个多月的
运转，每月的销售额都达到30万元以上，
初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订单数量实现
稳定增长。

本报记者 陈晨

传统零售业转型开网超

互联网自进入中国发展的今天，网
络营销所呈现的形式、依托的工具及投
递的通路都是有所变化的。网上零售只
是电子商务的一部分，实体企业可以通
过电子商务建立多种网上生意渠道。通
过开展电子商务获取动态数据，利用数
据变革商业模式是企业的全新机遇。通
过电子商务开展下游供应和上游采购，

开展在线的供应链管理。
中国网库以单品网为依托，以电商

谷为载体，协助各地地方政府规划建设
电子商务产业基地。整合各地“专精特
新”的单品资源，在帮助优势单品获得
抢占网上市场机会的同时，也推动了一
个单品的产业升级与转型。

本报记者 李贺

把电商还给实体企业

牡丹传媒总经理胡近东

省网商协会电商孵化中心副总监黄鑫昊

阿里巴巴鲁南大区经理刘艳秋

山东三信实业有限公司总裁邓小华
通联支付菏泽分公司经理张振 地方生活运营总裁 李忠钦

曹县大集乡常务副乡长安庆

郓百集团董事长陈殿杰

中国网库副总裁许云鹏

2014菏泽电子商务发展论坛现场。（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邓兴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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