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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优质产能“浮出水面”

浙江慈溪与青岛、顺德并称中国三

大家电生产基地，小家电是慈溪家电产

业一张重量级名片，经过几十年发展，慈

溪家电产业已经由小业务成长为千亿级

的大市场。但长期以来，创新是慈溪小

家电产业的一大“心病”，中低端家电产

能大量过剩、高端产品稀缺是慈溪小家

电产业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身处慈溪小家电产业带，浙江艾波

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行业面临的

痛点深有体会。这家从事净水产品制造

已17年的公司，年产家用净水机超过

100万台，申请专利达134项。但和很

多制造工厂一样，艾波特虽在技术和生

产能力上表现突出，但其拥有的海量商

品的制造能力并不意味着能够完全匹配

消费升级和多元化的需求。

优质产能、品质供应链亟待被挖掘、

整合、赋能。尤其今年7月1日新版《净

水机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正式实施，

该标准旨在促进行业经营更加规范，提

升产品品质，这也意味着市场上约40％

的净水机相关产品将被淘汰。

在此背景下，亟待找到红海突围

路径的艾波特得到了京东京造的加

持。京东京造敏锐洞察到市场上品牌

净水器“过滤效果差”“水流慢”“滤芯

不耐用”等普遍问题，发挥C2M模式

的优势，携手艾波特通过优选滤芯、工

艺 升 级 等 创 新 方 式 ，共 同 打 造 了

1000G净水器，不仅率先获得国家新

一级水效认证，更成为平台“爆款”，

“6·18”期间，该产品总成交额环比新

品上市期增长59倍。

“在和京东京造合作的过程中，在保

证产品的高标准的基础上，我们更清晰

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点，从而定制设

计出更适合市场和消费者的产品，敏

捷的供应链则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响应

市场需求，渠道流通、平台营销、降本

增效。”浙江艾波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负责人说道。

相较于配套完备的小家电产业带，

远在云南省凤庆县的滇红茶产业带遇到

的发展瓶颈更多。不仅地理位置、交通

等因素制约着当地茶企发展，其还面临

生产模式传统、缺乏品牌和渠道优势、对

市场变化不敏感等困难。

2020年起，京东京造团队多次深入

云南山区进行产业调研，挖掘本地优质

茶厂，开展滇红品类的市场布局。在“农

户+合作社+企业”合作模式的基础上，

京东京造深度参与到振华茶厂的供应链

建设中，不仅帮助振华茶厂实现了标准

化、规模化、数字化生产，还通过全链路

的质量管理获得了有机产品认证，让有

机凤庆滇红走出茶马古道、走向更大的

市场。

在10月26日举行的“2022特色产

业带高质量发展论坛”上，清华大学全

球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李东红发布《特色

产业带质造升级趋势报告》时表示，从

全球发展来看，当前制造业正面临新一

轮的转型升级，“中国制造”正在向“中

国质造”大步迈进，传统的生产和供应

链体系面临重塑，需要协同各方力量实

现价值共创、共享、共生。依托京东数

智化社会供应链，京东自有品牌正在从

产业两端发力，赋能生产供应链和消费

价值链，通过创新、效率、品质等路径全

面助力产业带“质”造升级，推动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

助力消费升级正向循环

“京东自有品牌已经成为京东链接

上游生产和下游消费的核心桥梁。”京东

集团高级副总裁、京东自有品牌业务负

责人王笑松说，依托京东强大的供应链

优势，京东自有品牌以C2M模式深度参

与产品研发生产，并通过整合上游供应

链资源，减少商品制造流通环节与溢价，

为中国消费者打造源头好物，在助力我

国产业集群数智化升级和提质增效的同

时，推动优质产能和消费升级正向循环，

为实体企业和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

在东北大米产业带，盘锦会友继刚

米业有限公司和五常市地大农业有限公

司通过与京东自有品牌惠寻合作，在种

植过程中，通过引入物联网技术，以数

字化种植确保水稻的品质化成长，同时

依托京东的大数据洞察和供应链能力，

满足了消费者对物流时效、消费体验、

包装规格等方面的个性化需求。今年

1-8 月会友继刚累计销量同比提升

203%，累计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大米超

过1万吨。

在贵州白酒产业带，京东京造帮助

贵州茅台镇黔国酒业有限公司和贵州民

族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定制流程标准、

盘活完整产业链、改进包装设计，突破了

线下瓶颈。通过发挥产品研发能力、标

准化流程管控能力共同推出的正道行者

系列白酒，问世不久便收获消费市场的

广泛认可，今年“6·18”期间总成交额环

比新品上市日增长156%，整体好评率

高达97%。

在宁波服装产业带，宁波云慕纺织

品有限公司和宁波凌尚贸易有限公司亦

纷纷通过与京东自有品牌的合作受益匪

浅。不但“小单测试+快速翻单”的合作

模式有效帮助企业提升周转效率，降低

了成本，云慕的库存周转天数减少至7

天。共建“以用户为中心”的C2M产业

链模式也推出了更多能够满足“用户所

想”的产品和服务。2021年4月，凌尚

与京东自有品牌京东京造合作生产的

“第三代水柔棉T恤”正式上线，截至6

月30日，这款单品的月均销售增长了

100%。

“消费者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

么，在京东京造，我们的库存控制非常

好。第三代水柔棉T恤制作了七万多

件，仓库始终保存了大概只有几百件的

基础量。”宁波凌尚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程亮说，京东京造不是在“卖库存”，而是

在“卖品牌”。

“你做工厂，我做市场”，以优质产品

为导向，通过差异化赋能路径，携手产业

带工厂把供应链真正做成价值链，京东

自有品牌日前宣布围绕产业带启动“百

大质造工厂计划”，未来三年内，将着力

打造超过500个产业带品质示范工厂，

推动工厂销售额增长超600%，新品孵

化SKU数量增长超800%，助力特色产

业带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

究所所长王微认为，产业集群高质量发

展意义重大，有利于打造具有明显竞争

优势和强劲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

系。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要从多点

发力，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如适

应新需求，精准聚焦高质量发展新方

向；紧扣新技术，以数字化转型为导向

形成供求高效匹配的新机制和培育产

业发展新动能。

■ 本报记者 刘旭颖

随着科技的发展，中国电子商务发展节

节攀升，已经成为拉动消费需求、促进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引擎。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10月27日发

布的《这十年：2012-2022中国电子商务发展

数据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间，中国电子商务

市场规模从 2012 年的 7.85 万亿元增长到

2021年超 42万亿元，增长了4.36 倍，预计

2022年将超43万亿元。中国网络零售的用

户数量、规模均呈现快速攀升，跨境电商、直

播电商、生鲜电商、社交电商、数字藏品等新

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数字零售十年增长9倍

电子商务主要包括以大宗商品和工业品

为主的数字产业（产业电商），以消费品为主

的数字零售和数字贸易（跨境电商），以在线

外卖、在线旅游、在线租房、交通出行、到家

服务等为主的数字生活，以及以医药电商、

在线医疗、运动健身等为主的数字健康四大

类。

报告显示，2012年至2021年，国内数字

零售交易规模持续增长，交易规模从2012年

的13100亿元到2021年的131419亿元，十

年来增长达9倍。今年上半年，国内数字零售

市场交易规模达6.3万亿元，预计全年网络零

售可达13.95万亿元。

“在线上线下零售体系的联合推动下，数

字零售行业不断谋求升级，如今已经成为电

商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过去十年来，

消费者已经养成了线上购物的习惯，吃、穿、

住、行等各方面都已形成依赖。”网经社电子

商务研究中心网络零售部主任、高级分析师

莫岱青表示。

报告显示，2012年至2022年，数字零售

用户规模不断增长，从2.47亿人逐年增长至

8.48亿人，十年增长6亿人。其中2019年达

到增长高峰，增速近30%。今年上半年国内

网络零售用户规模达 8.8 亿人，同比增长

7.3%，预计今年用户规模达9.08亿人。

“用户规模是各电商平台争夺的重点。

近年来，在激烈竞争之下，电商平台更多聚焦

在高质量用户的转化上。”莫岱青分析道。

值得一提的是，在数字零售各细分领域

中，直播电商近年来表现亮眼。报告显示，

2018年直播电商增长率高达589.46%，2019

年 和 2020 年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227.7% 和

136.61%，保持三位数的增速。此外，社交电商

交易规模从2014年的950亿元增长至2021年

的25323.5亿元，交易规模增长超25倍。

莫岱青表示，近年来直播电商已经成为

电商平台、品牌、商家等的标配，直播渗透率

快速提升。今年“双11”期间，直播电商依然

是主角，多方都在角力竞逐意欲分得一杯

羹。

其他领域也各有亮点。报告显示，

2012-2021 年，中国母婴电商交易规模从

572亿元增长到11000亿元，增长超18倍；医

药电商市场规模从16.8亿元增长到1850.9亿

元，增长了109倍。

跨境电商市场规模超14万亿元

报告显示，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从

2012年的2.1万亿元增至2021年的14.2万

亿元，十年间增长了5.7倍，预计2022年规模

将达15.7万亿元。

“跨境电商快速增长主要原因之一是政

策驱动。”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B2B与跨

境电商部主任、高级分析师张周平表示，过去

十年间，国家出台了大量跨境电商领域相关

的政策措施，有力推动了行业发展。截至目

前，国家已先后批复了6批共132个跨境电商

综试区。在跨境电商行业渗透率方面，2012

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额占我国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值的8.6%；2021年跨境电商渗透率为

36.32%，提升了27.72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报告显示，在出口跨境电商方

面，2012年市场规模为1.86万亿元，2021年

达11万亿元，增长了4.9倍。进口跨境电商

方面，2012年市场规模为2400亿元，2021年

达32000亿元，十年间增长了12.3倍。

值得关注的是，国内跨境电商用户规模

在不断扩大。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进口

跨境电商用户规模1000万人，2021年用户

规模达 1.55 亿人，增长了 14.5 倍，预计

2022年这一数字将达1.68亿人。

生活服务电商七年增长十倍

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生活服务电

商市场规模3410亿元，2021年市场规模

达37980亿元，七年间增长了10.13倍。

预计2022年规模将达42670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在线旅游市场增长

明显。报告显示，2012年至2021年，国

内在线旅游市场增长了4.11倍，市场规

模从 2012 年的 1689.5 亿元增长至

2021年的8635亿元。在线旅游行业

渗透率也从 2012 年的 6.5%增长至

2021年的29.6%。用户规模从2014

年的2.29亿人增长至2021年的4.49

亿人。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数字

生活分析师陈礼腾表示，传统生活服

务电商是基于互联网为人们日常生

活消费提供的服务，分为以到店餐

饮、酒店、影院等为主的到店服务，

以及以外卖、家政等为主的到家服

务两大类。过去近十年，得益于移

动互联网的普及和政策利好，生活

服务的在线化使得服务效率大大

提升，市场规模从 2015 年不足

4000亿元的规模提升至2021年

的近40000亿元规模，总体增长

近10倍。其中，在线外卖从2012

年的335.5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

4500亿元，增长了13.4倍。

“生活服务电商也成为继零

售电商、产业电商之后的又一个

万亿级市场。近年来，数字化浪

潮下，生活服务行业经历了数字

化的变革，各领域也从量的提

升转变为质的发掘，这亦将进

一步改善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体

验。”陈礼腾说。

得益于过去20年的经济高速发

展和人口红利，中国汽车保有量在

2020年年底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汽

车保有量最大市场。截至今年8月，

中国汽车保有量达3.12亿辆，突破3

亿辆大关。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有

81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

辆，同比增加7个城市，37个城市超过

200万辆，20个城市超过 300万辆。

预计一直到2025年，我国汽车保有量

年同比增速仍将保持在5%以上。

巨大的存量市场，使得中国汽车后市

场成为重要的万亿级生活服务业市场。

根据德勤发布的《2020中国汽车后市场白

皮书》，中国汽车维保市场容量持续增长，

预计2025年可达1.7万亿元的规模。

但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后服务市场相

对滞后，整体处于散、乱、小的阶段。然而，

随着移动互联网及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如中

国连锁经营协会与阿里巴巴本地生活·新服

务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生活服务业数

字化报告（2022）》中所指出的，近10年来，

整个汽车后市场进入大转型时期。更符合市

场需求的新模式发展起来，天猫养车、途虎养

车、京东京车会、瓜子养车等众多新模式纷纷

进行了转型升级，布局连锁。借助数字化升

级，互联网平台将非标化的服务转变为标准

化、专业化的服务，从而提升用户体验，使得供

应链效率也大幅提升，引领行业更加高质量的

发展。

中国汽车后市场在线服务是通过互联网思

维和服务模式，优化和重塑传统的服务体系，实

现线上线下深度结合的服务模式，更加契合移动

互联网时代用户消费习惯。

以数字化为特征的“智慧养车”新模式已在

引领汽车后市场全面升级。天猫养车是阿里集

团旗下“一站式”智慧养车连锁品牌，致力于提升

消费者服务体验，促进经营者降本增效，助力行业

全面升级。

在用户服务方面，“智慧养车”体系通过“预约

精准化、服务标准化、检测智能化、流程可视化、价

格统一化、施工透明化、责任溯源化”等多种举措，

彻底革新了消费者对传统养车模式的心理认知，

打造“车况全透明、价格全透明、服务全透明、售后

有保障”的智慧养车新体验，构建行业良性发展生

态。

车辆到天猫养车智慧门店后即可录入信息，

系统便自动为车主精准匹配车辆维保方案，实现

“车况全透明”；车辆过检后，系统会自动帮消费者

匹配对应的服务项目和价格，实现“价格全透明”，

避免过度营销；车主还可以通过天猫养车APP看

到维保施工全过程直播，实现“服务全透明”。

在助力门店方面，“智慧管理体系”不仅为门

店提供数字化工具，更打造了算力、算法和场景融

合的新模式，帮助门店降本增效，还能让门店的运

营更加简单、规范、可复制。智慧养车系统的整体

投入，预计每年将为门店节约20万~32万元的运

营成本。

二手车是典型的非标品，交易要依靠实地看

车再做决定，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想要全面认

知、了解一台二手车，需要很高的专业门槛。瓜子

二手车则通过专业检测技术与大数据、人工智能

技术等形成透明、易懂的车辆档案与车况报告，使

用户在线上就可以全面了解车辆基本信息。同

时，瓜子平台实现了二手车资产的数字化展示，让

用户通过APP就可全面、详细地了解全国范围车

源的实际情况，基于数字化展示的车源信息进行

交易决策，实现了二手车非标资产的全国范围数

字化流通。目前，瓜子二手车正在聚合、赋能优质

车商，共同打造数字化的二手车交易与服务生

态。一站式数字养车平台瓜子养车更是为瓜子二

手车的发展平添了助力。

正如天猫养车相关负责人所说，希望以新模

式引领行业实现“标准、透明、有保障”，实现商家、

用户、供应链共赢，让中国的“汽车时代”跑得更

快、更稳。

汽车后市场数字化迭代升级

以实助实，供应链成就价值链

中国电子商务成经济增长重要引擎

■ 本报记者 李子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推动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
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坚持把发展
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
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
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
中国”。

要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特色产
业带的作用不容小觑。产业集群是实体
经济的一个关键，承担生产任务的工厂
则构成了一个个重要的“生命细胞”。长
久以来，品牌能够生动鲜活地在“前台”
演出，离不开工厂在产业带“后台”的默
默耕耘。

随着“双11”的火热进行，浙江龙泉
青瓷产业带、江苏桑蚕产业带、云南凤庆
滇红茶产业带、浙江慈溪小家电产业带、
东北盘锦大米产业带、江西赣州家具产
业带等众多特色产业带的工厂里又是一
片热火朝天的景象，而订单源源不断、生
产线机声隆隆的背后，有着新型实体企
业带动产业链伙伴数字化转型、提质增
效的生动实践。

特色产业带走上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市场规模十年增长超四倍

■ 本报记者 王旭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