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点锣鼓拉开“大战”序幕
咣！
11 月 11 日零点，郑州市经三路财富广场 21

楼，河南雪阳集团电商运营中心总监王志刚扬手
敲响了大锣，“双 11”淘宝购物狂欢大幕正式开启，
穿着橙色卫衣的数十位年轻客服们士气高昂，振
臂高呼口号为公司加油，电脑中客户抢拍货品的

“叮咚”声已急促地响起来。
0：05，雪阳公司挂在墙壁上的大屏幕显示：销

售额突破 100 万元！
与此同时，夜幕沉沉中，从郑州市不同方向不

断传来惊喜的消息：
0：15，郑 州 新 格 电 子 商 务 公 司 成 交 额 达 到

1000 万元；
0：50，郑州逸阳服饰交易额突破 1000 万元；
1：21，郑州好想你枣业成交额 310 万元……
这是阿里巴巴集团举办的第 6 个“双 11”购物

节，也是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后的第一个大型活
动。自 2009 年 11 月 11 日第一次举办以来，淘宝网

“双 11”已经完全从一个光棍节噱头，转身变为全
社会电商行业的购物节。

0：38，淘宝网天猫成交额突破百亿，而去年当
天 5 小时 49 分才达到这一数值。令人咂舌的速度
是由淘宝天猫上的商家集体创造的，毫无疑问，河
南本地的电商不会缺席这一盛会。与往年相比，
今年为了参加“双 11”购物节，众多电商企业提前
数月甚至半年就开始准备，从产品种类调整、仓
储、快递等各个环节入手，希望能在这一天取得傲
人战绩。

河南女裤在业内颇为有名，在电子商务发展
方面，河南女裤众多企业表现也相当活跃。首屈
一指的是郑州市逸阳服饰公司。2011 年初，逸阳
女裤正式入驻天猫商城。次年“双 11”单日成交额
即突破 1600 万元，全年成交额达 8000 万元。2013
年 11 月 11 日，单日成交额更是一举突破 3000 万元
大关，在天猫女裤类排名第一。

尽管如此，今年郑州逸阳公司还是提前三个
月就进入了备战状态。“我们希望当天销售额突
破 4000 万 元 。”郑 州 逸 阳 电 商 运 营 中 心 负 责 人
说。

值得注意的是，11 日凌晨不到一点，郑州新格
电子公司成交额一举突破 2000 万元，引起业界一
片惊呼：“黑马来了。”

狂欢节拉动了谁
这是一个让人无法想象的裂变速度。
单看过往 5 年淘宝网的“双 11”交易额，“双

11”的影响力就不言而喻：2009 年成交额 5000 万
元，2012 年达到 191 亿元，2013 年成交额翻番高达
350 亿元。而据 360 手机助手最新发布的《2014 年
双十一购物 APP 分析报告》预计，今年淘宝“双 11”
销售额约为 637 亿元。

“双 11”已经不单单是一家电商举办的狂欢盛
会，唯品会、国美在线、京东等众多网络平台也参
与其中。“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多平台发展，除了天
猫旗舰店外，还入驻了京东、一号店、唯品会等电
商平台。”郑州逸阳服饰公司电子商务总监李东明
说。

据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仅参加天猫“双 11”活
动的商家就达 2.7 万，11 日凌晨 1 点初步统计有
170 多个国家的商户参与活动。

如果说，电商“双 11”购物狂潮迎面扑来，带动
了企业电子商务发展的革新，那么“双 11”这个原

本纯电商的商业活动，也深刻带动和影响了其他
行业。

比如快递业。11 日上午 9 点，圆通快递的小谢
正在一家单位楼下整理货品。“预计 13 号是‘双 11’
活动包裹的投送高峰”，他说 10 日晚上公司就举行
了誓师大会，承诺当天包裹当天送完。小谢说到
时候，“每个快递员手里将有 500～800 个快件，最
多会有近千个包裹。”

小谢的预测是有根据的。往年“双 11”活动过
后，全国各地的快递纷纷“爆仓”，货物滞留成为普
遍现象。今年“双 11”活动前夕，国内几大主要快
递公司纷纷采取措施应对，力求减少和避免此类
现象的发生。

10 月 29 日，在郑州市邮政管理局组织的备战
“双 11”座谈会上，中通、圆通、韵达、顺丰等十多
家快递企业负责人纷纷亮出备战“成绩单”。多
家快递公司增加运输车辆，增加操作人员，并对
本公司的分拨中心进行改造，增加流水线。申通
河南分公司负责人刘丽说，“公司将增加分拨频
次，员工从早晚两班增至早中晚三班，以便及时

分发派送。”
“双 11”逐渐增大的影响力还引起了政府部门

的高度重视。除了邮政管理部门对快递业的行政
督促外，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前不久国家工商
总局还正式约谈了多家网络平台电商，要求全面梳
理近期网络商品价格,防范电商用“先涨价后降价”
方法虚构优惠促销,也不得虚构成交量、成交额。

大水冲过来我们该做什么
对电商企业来说，参加“双 11”活动最深的感

受，并不仅仅是看到当天冲出红线的销售额，而是
电商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变革。

河南画眉服装设计公司总经理陈黎明有自己
深刻的理解。去年“双 11”当天，由于公司准备不
足，造成货品在短时间销售一空，余下的半天时间
里消费者拍下的都是虚拟产品。这就意味着公司
需要加班加点赶制货品，自然会耽误发货时间，而
淘宝天猫“双 11”的游戏规则明确规定，延迟发货，
卖家将承担全部责任。这给了公司深刻的教训，
在网络商业平台，谁家的顾客流量大谁就获利。

“如果把抢拍流量比作水流，大水来了，你要准备
不好，水就流入了别人的店铺。这就逼着我们要
检视短处，及时修正。”

在许多企业负责人看来，每年的“双 11”已经
不单单是产品促销的节日，它带给企业的启示是
如何在互联网时代赶上电子商务发展的步伐。

河南雪阳集团是一家生产胚衫的企业，即对
外提供空白文化衫。该集团早在 2009 年就在上海
成立了电子商务运营中心，但隶属于公司内部的
营销部，由于定价问题，网络销售和实体销售经常
闹矛盾，电子商务发展一直不见起色。2013 年 10
月，雪阳集团在郑州又成立了一个电子商务运营
中心。此次集团高度重视，电子商务运营中心由
一位高层直接管理，并重新定位线上线下的营销
策略。“我们线上线下的产品款式、布料重量绝不
相同，自然价位也不同，这就避免了二者之间的矛
盾。”该公司副总经理王崇庶说。

别小看这个矛盾的解决，王崇庶说这可是阻
碍企业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症结。“定价问题解决
后，我们网络销售一个月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昨天中午 12 点，该集团天猫旗舰店第一次参加“双
11”活动销售额即达 1027 万元。

“双 11”背后蕴含多重意义。“实际上，我更希
望企业将这次购物节看作是一次刺激，外界带给

我们的狂欢，我们要转换成壮大自身的力量。”郑
州大学管理工程学院电子商务系副教授、博士张
建华说。

河南电商能实现弯道超车吗
河南本地电商在此次“双 11”活动中表现出

色。截至 11日下午四点，郑州逸阳服饰公司成交额
达到 3451 万元，看来顺利实现目标 4000 万元并不
难。而第一次参加“双 11”活动的特色中国·河南馆
成交额突破 2000 万元，其中 8.8 元一袋的周口胡辣
汤粉十分抢手，销量近 12000袋。

“我们河南馆有 120 多家商户参加活动，所有
产品都是我省的农副产品和地方特色产品。”河南
杰夫电子商务公司项目运营总监冯世乾说。

尽管河南农产品初次“参战”就取得不俗战
绩，但和河南农业大省的地位相比，显得有些分量
不足。更有些遗憾的是，我省速冻食品行业在全
国赫赫有名，但在网络销售中，销量并不是特别突
出。而在“双 11”天猫活动中，省内重磅速冻产品
不见踪迹。有业内人士透露，就在“双 11”活动前
夕，本省一家大型冷冻企业还在微信朋友圈广发
英雄帖：招募电子商务合作伙伴。

毋庸置疑，一年多来，河南省信息化步伐加
快，电子商务发展迅速。河南省电子商务协会常
务副秘书长张苏丰说，无论是从政策方面还是从
企业的发展意识上，“我省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力
度之大都是空前的。”

“但是总体来看，在全国电商发展趋势中，河南
电商发展水平和先进地区相比还是有明显差距。”
郑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王千说。她近几年一
直专注于电子商务案例分析和研究，在深圳、杭州
等电子商务发展较好的城市做过专门调查后，她发
现,“我省企业电子商务的发展速度可以更快一些，
向电商倾斜的政策可以力度再大一些。”

实际上，河南省发展电子商务的基础环境最
近几年有了巨大的改善：河南保税物流中心、郑州
航空港综合试验区相继成立，郑欧班列开通并常
态化运行，郑州获批国家第一批电子商务示范城
市等。“有这样的环境条件，我们企业发展电子商
务应该有机会进行弯道超车。”张建华建议，电子
商务的发展不仅要引进和培养大型电商项目和企
业，也需要扶植和鼓励本省中小微企业的电子商
务发展，“因为这些中小微企业能给经济发展带来
较大活力。”⑨12

河 南 电 商 激 战“ 双 11”
□本报记者 樊 霞

●2009年开始的“双 11”电商游戏，影响力逐年攀升，正成为一个全民狂欢的购物节。

●河南电商人提前半年备战“双 11”，河南电商能实现弯道超车吗？

●“双 11”已不仅是促销的节日，更是互联网时代企业发展电子商务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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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11”前夕，河南一家快递公司召开动员大会。

大集聚培育大集群 大集群助推大发展
——虞城县产业集聚区发展纪实

□陈文河 王支援

在“2014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开
幕前夕，虞城县产业集聚区内热闹非
凡，投资 6.8亿元的伊美工具年产 300万
台电动工具、投资 3.9 亿元的杰工新能
源年产 1.5 万辆电动轿车两个项目举行
了奠基仪式。

据悉，该县产业集聚区今年新落地
开工伊美工具、木兰机电、天炙电子等
五金机电类项目 7个，利斯特纺织、泰坦
针织服饰等纺织服装类项目 3 个，产业
集聚区内在建项目总数达到 34个，总投
资高达 177.8 亿元。轰轰烈烈的建设场
面把虞城县产业集聚区推向新一轮发
展高潮。

虞 城 县 产 业 集 聚 区 总 规 划 面 积
15.98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五金机电和
纺织服装两大主导产业。5 年来，虞城
县以打造百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以延
链补链聚链为重点，以打造承载平台、
加快项目建设、完善体制机制、优化提
升服务、破解瓶颈制约为抓手，产业集
聚区建设呈现出“规模扩张快、入驻项
目多、产业层次高、承载能力强”的强劲
发展势头，完成了产业规模由小到大、
产业层次由低到高、产业竞争力由弱到
强、产业集群由散到聚的蜕变。集聚区
相继被认定为“河南省高新技术特色产
业基地（精密工量具）”“ 河南省特色装
备制造产业园区（工量具）”“ 河南省节
约集约利用土地示范产业集聚区”“河
南省知名品牌创建示范产业集聚区”

“河南省最具投资法制环境产业集聚
区”等。

荣誉的背后是强大的产业支撑。
截至目前，该县产业集聚区建成区面积

近 8 平方公里，入驻企业（项目）189 个
（工业项目 162 个），其中“四上”企业 96
家，规模以上工业 65 家。今年 1-9 月
份，集聚区“四上”企业完成主营业务收
入 144.8 亿元，同比增长 45.7%；完成增
加值 33.9亿元，同比增长 22.5%；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97.2亿元，同比增长 37.6%；
从业人员 24675人。全部从业人员达到
43838人。

建设产业集聚区，就是要推动产业
集聚发展，最终形成链条完整、配套完
善的产业集群。为切实打造五金机电
和纺织服装两大超百亿产业集群，该县
编制了《虞城县产业集聚区产业集群培
育规划》，绘制了产业链发展图谱，围绕
产业链图谱不断建链、补链、延链、强
链，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

目前，该县产业集聚区内已形成了
产业链条和产业配套相对完善的五金
机电、纺织服装两大产业集群。今年
1－9月份，五金机电和纺织服装两大产
业集群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占
产业集聚区的 63.4%，增加值占产业集
聚 区 的 67.6%，从 业 人 员 15019 人 ，占
60.9%，产业集群效应日益凸现。

五金机电产业集群以海博工具、亚
东量具、友工工具、创业钢带、豪宇电
子、步步先动力科技等企业为代表，已
发展到 88 家，可年产钢卷尺 15 亿只、五
金工具 1.2亿只（套）、钢带 15万吨、电子
产品 6000 万只、电动三轮四轮车 30 万
辆、特种车辆 3 万辆等。特别是五金工
量具产业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和完
整的配套体系。上游有专业的钢带加

工企业 5 家。中间有注塑企业 3 家、小
五金企业 4家、钢卷尺专用漆企业 2家，
专门为钢卷尺及工量具企业提供塑壳
制品、小五金配件、专用环保漆等配套
产品。下游有彩印包装企业 4 家，专门
为钢卷尺企业提供包装、商标印刷等产
品。虞城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钢卷尺
加工基地，产销份额占全国的 85%以
上，出口份额占全国近 50%。

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以汇丰纺织、九
州纺织、辰龙纺织、乔治白服饰、顶森服
饰、汉贝迪服饰等企业为代表，已发展
到 36 家，“纺纱—织布—印染—服装加
工”产业链趋于完善，有纺纱企业 8 家，
纺纱规模 150 万锭，织布项目 4 家，设计
年生产能力 7000 万米，印染企业 1 家，
服装加工企业 22 家，年加工服装能力
6000万件。

新项目为两大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
强大的支撑。该县产业集聚区内今年
在建的 34个项目中，有五金机电类项目
19 个，纺织服装类项目 11 个，两大主导
产业类项目占新建项目的 88%。这些
项目全部建成后，五金机电和纺织服装
两大产业集群的产业规模均可突破 200
亿元。

品牌的集聚是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的强劲动力。该县产业集聚区抓住被
认定为河南省知名品牌创建示范产业
集聚区的历史机遇，开展了新一轮的品
牌培育工程，并通过“创牌、借牌、傍
牌”，培育和引进了一大批国际国内和
地区知名品牌。目前，集群内企业在国
外注册商标 12 个，中国著名品牌 4 个，
河南著名商标 26 个。同时，通过大力

实施标准战略，建立标准化体系，抢
占产业竞争制高点，集聚区内有 20 多
家企业参与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起草和制定，工业产品标准覆盖率达
到 95％ ，企 业 执 行 标 准 登 记 率 达 到
90%，国内外先进行业标准的采标率
达到 65％以上。另外，该县产业集聚
区内还有高新技术企业 5 家、河南省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 家、科技创新产
业园（孵化器）1 个、河南省高成长型
民营企业 7 家、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
企业 1 家、河南省重点产业集群龙头
企业 4 家，拥有 76 项各类国家专利，40
款国家专利技术产品，14 个河南省优
质产品。

产业集群发展离不开生产要素支
撑。几年来，虞城县产业集聚区为全面
破解发展瓶颈制约，以建设各类要素支
撑平台为重点，构建了功能完善的产业
支撑体系。一是该县建成了公共产品
检测、技术服务、自主创新平台——国
家钢卷尺及五金工具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产品检测及技术孵化中心和 6
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二是建成
了进出口贸易平台——河南省第三家
设在县级的公用型“保税两仓”，以此为
基础的保税物流中心项目正在紧张施
工，建成后通关服务能力将会快速提
升，虞城县进出口实绩及获权企业个数
连续多年居商丘第一位。三是建成了
虞城县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被国家
工信部命名为“国家级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示范平台”，入驻了融资担保、财会管
理、市场开拓、法律咨询、信息化建设和
创新、人力资源、综合代理等服务机构
19 家，1 至 9 月份，该平台为企业担保融
资总额达到 23亿元，协调企业间相互调
剂互助资金 12 亿元，为企业提供 500 多
人次财务、管理、经营、人才咨询服务，
举办企业财务会计培训班 4 期，为 60 多
家企业提供代理服务，为企业提供验
资、增资服务 450 余次。四是建立了人
力资源支撑平台和供需结合、收集发布
统一的人力供需网络体系，每年为企业

输送各类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 3000 多
人。五是建立了土地收储平台，按年度
对乡镇分配土地整理任务，乡镇整理出
的土地指标重点用于产业集聚区建设，
有效缓解了大项目用地需求。六是建
立了综合管理和服务平台——虞城县
产业集聚区行政服务中心，全面落实了
封闭式管理、一站式服务和业务直通政
策。七是打造了承载能力极强的硬件
平台，相继建成七横九纵道路 104公里，
供电、供水、供暖、供气、通讯、污水治理
等基础设施，公租房、专业市场、物流配
送等配套设施极其完善，金融服务、资
产评估、法律咨询、物业管理等中介服
务机构健全，产业集聚区已具备百亿元
特大项目的强大承载能力。

规 划 引 领 发 展 ，目 标 催 人 奋 进 。
规划至 2020 年，虞城县产业集聚区五
金机电产业集群内企业达到 200 家以
上，产业规模达到 400 亿元以上，增加
值 80 亿 元 以 上 ，实 现 利 税 60 亿 元 以
上，就业人口 3 万以上；纺织服装产业
集群内企业达到 100 家以上，产业规模
达到 300 亿元以上，增加值 50 亿元以
上，实现利税 30 亿元以上，就业人口 2
万以上。

踏浪碧海豪情在，又见东风卷潮
来。围绕打造超百亿产业集群目标，该
县下一步将重点实施产业集聚区“十大
提升工程”，即凝心聚力，提升共谋发展
氛围；加大投资，提升产业承载能力；招
商选资，提升入驻项目质量；延链补链，
提升产业配套能力；培育龙头，提升引
领发展水平；多方扶持，提升自主创新
能力；培育品牌，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
节约集约，提升土地利用效率；节能减
排，提升生态环境容量；加快融合，提升
产城互动层次。通过几年的努力，把五
金机电和纺织服装两大主导产业集群
切实打造成以协作配套为基础、以科技
创新为先导、以服务体系为支撑，特色
鲜明并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的超百亿
产业集群，成为中部地区最具活力的新
型工业化发展新领地。

虞城县创业卷尺材料有限公司钢卷尺虞城县创业卷尺材料有限公司钢卷尺
尺条生产车间尺条生产车间

虞城县产业集聚区五金机电产业集群建成区虞城县产业集聚区五金机电产业集群建成区

商丘豪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触摸屏商丘豪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触摸屏
FPCFPC绑定车间绑定车间

河南乔治白服饰有限公司西服车间河南乔治白服饰有限公司西服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