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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取所需 拼多多入股国美
1987年，在官方认定国美初建的这一年，其创始人黄光裕还是个青涩少年。彼时，拼多多董事长兼CEO黄峥也只有7岁，他们肯定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商业联手
—4月19日晚间，国美零售发布公告称，拼多多以总计2亿美元的
“双黄连”的主角之一。两人更没有想到的是，30年间各自亲手谋划出的商业图景曲线，会在2020年出现交点——
可转换债券方式对国美进行战略投资，期限三年。而据了解，黄光裕将于约10个月后刑满出狱。若这些债券最终全部行使转换权，拼多多将最多获配12.8亿股国美新股份，约占
后者发行转换股份扩大后股本的5.62%。双方同时将在物流、技术、数据和服务方面展开一系列合作。4月20日当天，国美零售股价上涨超过了16%。
1987年1月

“双黄”的不同轨迹

“双黄”的故事分别开始于广东潮汕和浙
江杭州。这两个地方孕育了无数民营企业家：
生于潮汕的李嘉诚、马化腾、黄光裕，和生于
杭州的宗庆后、马云、黄峥，仅仅把他们的名
字列在一起，便是一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
民营企业发展史纲要。
而黄光裕和黄峥二人无论是从出身、学
历、气质还是境遇上都差异鲜明，生活让大黄
小黄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
—一个草莽
英雄，一个翩翩文士。
黄光裕少年失学，半是生活所迫，半是受
潮汕人“东方犹太人”风气的影响，少年之时
便背井离乡，北上奋斗，最落魄时，甚至拾荒
谋生。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市场经
济和商品供给不断冲击中国人常识的时代，
黄光裕以其骨子里的狼性把国美从一个不足
百平米的小电器店做成了中国电器第一连锁
品牌。随后一路大鱼吃小鱼，成为商业教父和
中国首富。随后盛极而衰，锒铛入狱至今。
而黄峥则从小便是学霸，浙大学子、赴美
深造、谷歌的青年才俊，回国创业之后更是谈
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2015年拼多多横空出
世，让电商行业内的“一猫一狗”胆战心惊，拼
多多从一个游戏公司的内部孵化项目，用一
年时间做到了单日交易额破亿，第二年霸榜
iOS应用商店，第三年便成功赴美上市。而同
样是上市，老黄则盼了17年。
但二人却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自己
—在零售渠道这件
那个时代的“价格屠夫”——
事上，他们都做到了“惊世骇俗的极致”。

M

国美电器在北京初创
2015年9月
拼多多正式上线
2018年10月11日
国美拼多多官方旗舰店正式上线
2020年3月底
拼多多与国美首次联手打造“
超级品牌日”活动
2020年4月19日
拼多多以总计2亿美元的可转换债券方式对国
美进行战略投资

民币）拿下库巴网和新锐美两家家电销售网
站各40%的股权。
黄光裕的互联网心结
那正是新兴电商与传统渠道的价格战打
回溯黄光裕入狱前国美的快速发展，是 得最惨烈的一年。那年8月14日，刘强东通过
和一次又一次的并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仅 微博宣布，当时还叫京东商城的京东所有大
2005年，即黄光裕登顶中国富豪榜的那一年， 家电将在未来三年内保持零毛利，并表示“保
国美便先后收购了哈尔滨黑天鹅、深圳易好 证比国美、苏宁连锁店便宜10%以上”。
家、武汉中商、江苏金太阳四大区域性零售渠
这个脾气秉性与黄光裕颇有相似之处的
道，此后的几年中，他又先后把永乐电器、蜂 宿迁后生着实让国美大伤脑筋。国美自此不
星电器、大中电器收入囊中。
断尝试其在互联网零售领域的左冲右突，但
黄光裕入狱后的国美急转直下，面对强 到2016年，国美似乎已经放弃了品牌官网这
—原生于互联网的阿里巴 一单一渠道的电商战略，当年4月，国美入驻
大的竞争对手——
巴、同样电器行业出身的苏宁和京东，国美在 亚马逊中国，但随着亚马逊中国自身在国内
互联网方面的布局开始显得跟不上时代。国 B2C业务的式微，国美的这一招棋现在看来
美有据可查的第一次对互联网渠道的大手 也未见太大实效。同时，近年来国美大力推广
笔，是2012年5月27日黄光裕通过旗下的国美 其社交电商美店，2019年，国美美店的GMV
锐动公司斥资9009万港元（约合7333万元人 同比增长了101%。同时，国美开始加入亚马

逊中国之外的其他第三方电商平台，其中就
包括老对手京东和小黄的拼多多。
数据物流深入合作

国美和拼多多的初步合作可能开始于
2018年的“双11”前夕。2018年10月11日，国
美拼多多官方旗舰店正式上线，成为拼多多
“品牌馆”又一重量级品牌商。当时，国美拼多
多官方旗舰店囊括松下、长虹等国内外一线
品牌，先期上线127件商品，基本覆盖了包括
彩电、洗衣机、冰箱等在内的大家电品类。
而到了2020年，国美和拼多多开始展开
了更深层次的合作。3月底，拼多多与国美首
次联手打造“超级品牌日”活动。到4月19日
晚，拼多多和国美零售宣布，认购国美零售发
行的2亿美元可转债，期限三年，票面年利率

为5%，初步转换价为每股1.215港元。如最终
全部行使转换权，拼多多将最多获配12.8亿股
国美新股份，约占后者发行转换股份扩大后
股本的5.62%。
除此之外，双方还宣布达成全面战略合
作，国美零售全量商品将上架拼多多，品牌大
家电将接入拼多多“百亿补贴”计划。国美旗
下安迅物流、国美管家两大服务平台，将同时
成为拼多多物流和家电后服务提供商。两大
服务平台将分别为拼多多平台商家提供覆盖
全国的中大件物流、仓储及交付服务，以及包
含家电维修、清洗保养、以旧换新在内的消费
者服务方案。拼多多则会向国美注入消费大
数据、平台流量等优势数字零售资源，双方还
将在市场推广等方面展开积极合作。
当晚，国美零售CFO方巍总结自2018年
以来国美与拼多多的合作历程时表示：“从平
台到服务，再到今天资本层面的合作，国美与
拼多多的合作日渐深入。”通俗地说，国美需要
拼多多提供的互联网渠道，而急于甩掉某些标
签的拼多多也需要来自国美这种“线下正规
—各取所需。
军”的物流和电器品牌服务——
拼多多战略副总裁九鼎对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此次合作是平台践行“普惠、人为先、更
开放”新消费理念的最新一步，平台将在商品
采购、消费补贴、物流配送、客服售后等方面
与国美建立深度对接，探索跨界合作的新模
式、新方法，助力地面零售实现数字化转型，
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平价大牌好货。
此次是拼多多上市后的首次对外投资，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网络零售部主任、
高级分析师莫岱青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
时称，拼多多与国美联手，国美旗下的安迅物
流能够为其提供支持，减少对阿里系物流快
递的依赖。通过国美的自有物流体系和服务
网点，拼多多的“价格+用户”优势，将和国美
的“产品+服务”优势相结合，实现一二线城市
“半日达”，进一步放大自身的价格优势。
北京商报记者 闫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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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电商 产业带“打包”转内销

电商与产业带的关系，或许正逐渐从
若即若离变成强绑定。北京商报记者近期
采访发现，产业带上的工厂商户们正举家
“乔迁”至电商。产业带上“原住民”在原有
基础上加大力度开拓内销市场，尤其是电
商平台，把积压的库存通过促销快速销售
出去，但消费者从哪来是产业带商家们头
疼的问题。于是，当下正火的拼购与直播成
为了工厂打开销路的快捷方式。

寻找销路，“反应快是线上渠道的价值，电 化这部分客群，至少要对包装作出更改。
商上架新品后可快速曝光，带来订单的高 “线下包装与线上包装存在很大区别，因
速增长；在线下，新品至少需要两个月才能 此，产品从以线下销售渠道为主改为线上
得到市场的认可。”
后，除产品本身外，改变最为明显的是包
装。由于产品线下发货时包装都比较大，而
线上需要考虑到物流运输的成本，因此要
改造产品
缩小包装尺寸。”
在扑向电商前，产业带上的商户们基
本对既有的销售有着强依赖，例如做国际
向直播靠拢
品牌的代加工、批发销售，这就导致近几个
“消费者不能出门，动动手指就能送货
月的销售颇为冷清。以出口为主的亿创空
转迁线上
间就有明显感受。疫情前，亿创空间2019 上门的电商反而成了更高效的方式。”李纪
从义乌的日用小商品到东莞的小家 年销售额达到5000万元，外销占比40%， 旺于2019年底创办了创尔女装品牌，从清
电，从诸暨大唐镇的袜业到晋江陈埭镇的 可达2000万元。全球疫情暴发后，外贸订 河羊绒产业带生长起来，并入驻了拼多多。
鞋都，分布着众多特色鲜明的产业带，聚集 单急剧下降。今年1-3月，外贸占其销售额 李纪旺对比各大渠道的销售情况后，确认
了大量产业链上中下游的配套制造工厂。 尚不足5%，同比去年下滑25%。
了电商的可塑性，尤其是拼多多的“拼单+
据了解，产业带是一条带状的链条产业集
“国际物流基本停摆，大部分国外客 直播”方式，为清河羊绒商家和工厂提供了
中区域，是相关或相同的产业的基地，在此 户都取消了采购计划，特别是欧美市场。 新的思路。
区域内可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据业内不 导致积压了500万元人民币的外销备货库
李纪旺介绍称，拼单与直播捆绑后，一
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已形成200多个产业 存，对公司现金流造成很大影响。”陈卓越 方面通过分享的方式精准找到消费者，并
很无奈。
带，形成了中国制造业大本营。
降低了商家的获客成本；另一方面，直播可
无论是外部环境的改变还是自身所 以更清晰明了地介绍商品，让消费者看到
广东汕头澄海的玩具产业带就是其中
一个典型。在全球，有70%-80%的玩具来 需，走出舒适圈自然也就成为产业带上商 更多产品细节，降低了消费者的决策门槛。
自中国出口；在中国，80%左右的出口玩具 户们共同努力的方向。当产业带商家进驻 此外，李纪旺正凭借“拼单+直播”带有社
来自于澄海玩具产业带。疫情期间，很多海 电商，尤其是出口转内销的外贸型企业，的 交属性的方式，降低获客成本并提高店铺
外客户取消订单，基本没有赔偿，大批澄海 确需要重新熟悉国内市场的商品结构，针 转化率。
对新需求改造产品线。
玩具外贸企业陷入困境。
实际上，电商与产业带商家早已将直
为快速从泥潭中抽身，不少传统外贸
京东集团京喜事业部商品运营总经理 播视为标配，双方努力直播常态化。京东、
企业开始谋求转型，整个澄海玩具产业带 杨绍晖称：
“国内外市场对产品的要求存在 拼多多都在努力推广直播带货，溯源主播、
都在积极开拓内销市场，而电商恰恰是不 较大差异，其实国外的积木玩具市场更为 县长直播层出不穷。
可或缺的重要渠道。“目前大概八成的外贸 成熟，国外消费者更注重产品的精细化，而
得益于直播、电商，工厂的产品转化率
订单已经取消，基本没有新增的采购订单， 国内消费者更倾向考虑性价比。因此，在转 和售罄率都快速提高，最大限度降低库存
已经生产的库存只能转内销市场。”亿创空 内销的过程中，产品开发就要在价格制定 风险，工厂与消费者似乎能够顺畅对话。实
间负责人陈卓越急于为积压在手里高达 上更适合国内销售。”
际上，电商与工厂能否顺利握手，看的还是
500万元人民币的外销备货库存在电商上
实际上，对于外贸型企业，想要顺利适 双方是否能在流量转化上达成共识。一位
找到出路，于是亿创空间与京喜一拍即合。 应电商上的消费客群，的确需要作出众多 不愿具名的电商经营者认为，流量的黏性、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线上销售会产生 调整。广东伟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多寡关乎直播成效，直播是工厂以低成本
大部分的市场份额，而线下和外销受到的 理李维群在接受采访时就举例称，海外疫 吸引流量的工具，电商要做的是让工具放
冲击依旧很大。”陈卓越更愿意在电商平台 情导致库存积压，后续要在国内电商上消 大流量的效果。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北京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出口退税超百亿

4月20日，据北京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北京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功能已
扩展到14大类53项应用。在“单一窗口”，货
物申报、舱单申报、运输工具申报、企业资
质、税费支付5类关键业务已实现100%全覆
盖。数据显示，北京率先在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实现出口退税申报，已办理出口退税100
多亿元，领跑全国。
“单一窗口”简单来说就是贸易商能够
通过一个入口，向各相关政府机构提交货物
进出口或转运所需要的单证或电子数据。对
于企业来说，通过北京“单一窗口”除了能进
行全流程、全环节、全链条的一站式、可视
化、即时性物流通关状态查询，还可实现一
键式操作、全程无纸化投保出口货物信用保
险，改变了需提供签字盖章的投保单等传统
纸质材料，节省了人力财力。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单一窗口”已正式
上线汽车零部件自动辅助申报系统，覆盖通
用、大众、丰田三大品牌11万余条汽车零部
件数据。企业申报时仅需录入汽车零部件编
号，系统就会自动将相关报关信息进行回
填，简化了汽车零部件类商品海关申报操
作，实现商品申报数据的标准化、格式化，节
省了进口货物申报时间，降低了差错率。
速度快、效率高是企业使用“单一窗口”
后的直接感受。北京中航骏业机械设备有限
责任公司出口了一批机械设备，1月7日通过
中国（北京）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申报出口
退税，1月14日就收到退税款。该企业表示，
“单一窗口”操作出口退税便利性主要体现
在系统后台不仅能自动更新，帮助企业节省
了人力、时间，还能实现信息采集和申报退
税功能合二为一，做到了一站式服务，给企
业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2月7日，华润电力燃料（中国）有限公司
将一批捐赠物资从大兴机场通关时，也感受
到“单一窗口”服务带来的高效率。在传统模
式下，企业办理通关提货需要到场后现场制
卡办手续，人工跑路、排队等候。而采用大兴
机场空港口岸航空电子货运新通关作业流
程，该企业在当日19时36分完成报关手续

后，19时42分通过北京“单一窗口”在线提交
提货预约，20时46分便顺利完成提货，整个
提货过程用时1小时10分钟，相较传统模式
平均排队等待时间减少1-2小时。
据了解，北京“单一窗口”还与天津市港
口统一收费管理服务平台联通，北京企业可
通过该平台异地申请退还天津港口建设费地
方留成部分，完成天津港口的缴费和结算。
可以看到，为了促进口岸营商环境再优
化，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京津两地联
动不断加强，在监管、申报、查验等各环节紧
密合作，持续优化京津口岸跨境贸易营商环
境。具体措施包括深化通关申报监管改革，
扩大出口提前申报覆盖率，进一步完善“出
口直装”，进一步推进口岸环节监管单证无
纸化，开展“灵活查验”方式试点，实施免于
到场协助海关查验，以及公布报关企业整体
通关时间等。
据了解，以推进无纸化改革为例，自
2020年1月1日起，北京对属于限制出口管
理的货物实行出口许可证申领和通关作业
无纸化，实现网上申报、网上办理、联网核
查。同时，海关全面推广电子报关委托，《海
关专用缴款书》企业自行打印，出口原产地
证实现网上申报、自助打印。此外，推进实施
检验检疫证书电子化，企业可查询和打印相
关证书信息。数据显示，目前北京涉及跨境
贸易的单证95%以上实现了无纸化。
港口贸易的智慧化、阳光化势在必行。
当前天津港已推出“一站式阳光价格清单”
3.0版，细化公布港口作业时限标准2.0版，实
施北疆港区C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建设，通
过高精地图和5G网络实现全面感知、泛在
互联、车路协同等，打造天津港口集疏港智
慧平台。因此，北京货运企业及其车辆可直
接对接该平台，提升港口货运资源匹配效
率，加快港区货物流通疏解。
而对于北京空港口岸来说，目前已实行
收费清单公示动态管理，在全国率先推行
“一站式阳光价格+阳光效率+阳光服务”模
式，以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北京商报记者 王晓然 何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