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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 程元辉

坐拥强大的生产、冷藏和物

流产业链，雨润食品开始进行新

一轮在食品产业的布局。

日前，在南京浦口区新落成

的雨润集团总部，刚上任三个月

的雨润集团电商事业部总经理

麻纪祥宣布，雨润集团将投资20

亿元布局电商业务，重点打造自

主电商品牌“ 雨润庄园”。

麻纪祥对本报解释说，“ 我

们打造的电商业务与传统理解

的电商平台不同，我们以供应链

为核心，开放供应链平台给更多

的企业，销售渠道上继续保持电

商平台合作。”

按麻纪祥的说法，比如个人

或者小型公司有想法做一款特

别的食品，他们没有生产线、没

有资金，甚至没有涉及团队，那

么雨润可以帮他们实现他们的

想法，帮助他们创业。

“ 我们研究院可以参与他

们的食品设计，生产环节按照雨

润的食品标准代工生产，我们可

以解决物流和储存等环节，甚至

帮助他们进行资金垫付，他们也

可以通过现有雨润的合作渠道

进行销售，”麻纪祥说。

据介绍，雨润集团20亿的投

资来自公司自有资金和运输车

辆等部分资产。该笔资金部分用

于冷链物流和软件开发，其中，

资金投入较大的就是冷链物流，

目前雨润在北上广武汉成都都

有冷库布局，但现在大多数冷库

是储藏库或者流动库，雨润电商

将会把部分冷库拿出来改造。

麻纪祥坦言，“ 我们作为食

品企业自建平台1 00%会亏损，

物流成本、市场费用、广告成本

都太高，只卖自己的产品，产品

单薄很难成大批量销售难以盈

利。”

雨润集团的思路是借助现

有产业链的优势，发展电商后端

服务平台，尤其是物流和储藏。

“ 生鲜在电商交易中的数量还

不大，未来是快速成长的一块，

必须要有强大的配套，”雨润食

品人士透露。

分析人士指出，从一定程度

上看，雨润集团开发产业平台就

像一个创业项目孵化器。雨润食

品表示，在项目选择上，会选择

非生鲜加工的，与雨润项目有互

补的，比如雨润有奶粉和坚果加

工工艺，但雨润考虑聚焦主业没

有拓展的食品行业。

麻纪祥预计雨润电商业务

板块会大规模增长，预计今年营

业额为6000万到1 亿元，明年达

到6亿元，201 6年将达到30亿元。

据了解，雨润集团将在宁波

保税区投资23亿建立生鲜储存

和分割基地，同时建立一个大宗

生鲜电子交易中心，面向大宗食

品进出口。

放开供应链平台给更多企业 打造创业项目孵化器

雨润集团 欲开创电商新模式

青年报 姜卓

本报讯 日前，北大汇丰商

学院院长海闻教授公开授课，题

目为：《 201 4及中长期中国经济

形势分析与展望》。作为该商学

院进入上海的第一课，对于上海

乃至中国今后的经济形势，海闻

持乐观态度。“ 从长远来看，高速

增长的时期已经转为中高速增

长，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我觉

得首先来自于城镇化，其实城镇

化本身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

然过程，并客观上会拉动经济。

从这个角度讲，钢铁、水泥、家

电、家具等并不是夕阳产业。”当

天持续三个半小时的讲座由北大

汇丰商学院上海教学中心主办，

吸引了来自北大金融家俱乐部、

北大上海校友会、中金所、上期

所、民生银行等企事业单位的200

余人参加。

北大汇丰商学院正式入沪

青年报 沈旖旎

本报讯 世界卫生组织有关

研究表明，“ 人均GDP达到5000美

元后，国民健康养生需求发展往

往会进入‘ 快车道’。”近年来，

我国人均GDP飞速增长，201 3年

我国的人均GDP是6905美元，接

近7000美元。随着中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

及人口老龄化，中国的健康产业

作为中国经济的新亮点，正在迸

发出积极的活力，同时也彰显出

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

术经济研究所服务业研究室主

任姜长云认为，中国健康产业政

策地位不断提高，市场需求迅速

扩张，信息化又为产业发展提供

了平台。养生养老、医疗保健等

健康产业在经济形势的刺激下，

迎来了大好机遇。业内人士普遍

认为，这将以重塑整个健康产业

格局的方式，对传统药品和医疗

器械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健康

产业会展集群，首届以“ 融合·

健康产业新动力” 为主题的首

届健康产业领袖峰会将于201 5

年5月1 5日至1 8日在上海虹桥

的国家会展中心举行。该峰会由

国药励展首度融合旗下贯通医

药 医 疗 健 康 产 业 链 的 三 大 展

会———CMEF （ 医 博 会 ）、

PharmChi na （ 药 交 会 ）、API

Chi na（ 原料会），预计将成为中

国健康产业史上规模最大的会

展集群。

据国药励展方面介绍，首届

t HIS峰会整合了1 00场以上的主

题会议和26万平米的国际展览，

将集中展示来自全球6,000个精

选展商的数万种高质量和高性

价比的医疗设备、医药产品、原

料药及其他相关产品和服务，为

来自1 40个国家的1 5万专业观

众在贸易合作、学术探讨、业务

拓展、经验分享等方面打造一个

崭新的平台。

从明年开始，t HIS将于每年

春季落户上海，将在未来中国健

康产业崛起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助推中国健康产业的发展，提

升中国在全球健康产业的地位和

影响力，致力于为全球客户在中

国这个核心市场的增长提供全方

位的支持，并将全球市场与中国

市场保持同步联动，使中国成为

引领世界健康产业增长的引擎。

首届tHIS峰会将于明年在沪举行

本报讯 在市郊乡村旅游产

业中，如何在做大做强中夺得先

机？位于浦东新区书院镇的葵园

生态农庄，努力培育乡村旅游的

“ 核心元素”，使“ 乡愁文化”成

为葵园生态农庄吸引游客的主旋

律。葵园生态农庄是在海滩围垦

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原有的海

滩荒地，如今成为充满活力和生

机，能与鲜花港、滴水湖等浦东大

景区差异化经营的一大模式，受

到各方人士的普遍关注。日前在

“ 现代都市乡村记忆”201 4论坛

上，文化界、艺术界专家就此展开

研讨，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发表

了题为《 乡愁文化是农家乐生存

发展的“ 核心要素”》的演讲。

论坛与会专家达成的《 葵园

共识》指出，都市农业旅游应以唤

起“ 乡村记忆”为导向，增加文化

厚度。会上，沪上首个“ 上海农家乐

文化沙龙”也正式落户东方葵园。

青年报 郭颖

近日大中华区总部设在上

海的英国百年企业摩根先进材

料有限公司全球高层“ 组团”访

华。此举标志着，该公司将进一

步密集投资布局中国市场。

据悉，从1 988年第一次在华

投资至今，该公司已在中国建立

了1 5家子公司，遍布中国沿海及

内陆多个城市。继201 3年迎来在

华投资25周年后，摩根先进材料

更是在技术与资金两方面加大

了在中国市场的投入。

摩根先进材料全球首席执

行官Mark Rober t shaw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介绍说：201 3年摩根先

进材料集团将旗下全球业务整

合为“ 一个摩根”。整合后的摩

根目前在华的四大业务板块包

括：摩根热陶瓷、摩根技术陶瓷、

摩根电碳和摩根熔铸系统。

据透露，应用于航空航天和

工业燃气轮机领域的陶瓷型芯

产品的本土化项目是此次摩根

高层访华的重点，而未来摩根也

将着重发展用于核能领域的隔

热罩产品，LED和有机LED生产过

程中的热解氮化硼坩埚，以及建

筑和船舶防火材料等高新技术

产品，并加大在医疗设备关键部

件、航空航天精密配件、轨道交

通、绿色能源以及环保型隔热材

料上的投资。

本报讯 近日，超甲级写字

楼———上海会德丰国际广场，

拉开一场“ 燃亮第绿感”的环

保化妆艺术展。该艺术展现场

展示了共计1 5幅色彩、造型各

异的明星妆容大片，表达出不

同的时尚绿色生活风格。

乡村旅游呼唤“ 乡愁文化”

摩根先进材料布局中国市场

本报讯 日前，国内首家唯

一的桥梁病害陈列馆，在丰翔路

同丰科技集团正式开馆。陈列馆

面积约1 500m2，主要分为影像

展厅、桥梁病害展厅、加固维修

展厅和科技创新展厅四大部分，

其中的桥梁病害展厅设置了简

支梁桥展厅、连续梁桥展厅、拱

桥、索桥、混凝土耐久性问题、基

础不均匀、城市高架和立交、城

市地道和人行天桥、自然灾害对

桥梁的影响等9个展厅。桥梁维

修加固展厅主要展示了桥梁加

固维修的技术与方法，以及新材

料、新工艺、新方法、新设备。桥梁

科技创新展厅主要展示目前与桥

梁相关的先进的检测设备、监测

系统、数字化管理手段等产品。展

厅内运用实物、动画、视频、图片、

模型等多种形式，形象、直观地展

现桥梁的各种病害。

“ 创建桥梁病害陈列馆不是

为了图名利，也不是想赶时髦，

只愿与社会共享成果资源，共建

交流平台，共保桥梁安全，”陈列

馆策展人、上海同丰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董事长冯文军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我们从事桥梁检

测犹如桥梁医生，为桥梁做‘ 体

检’，看病诊断。既然我们选择

了桥梁医生的行业，就要为守护

桥梁的健康与安全负责。桥梁医

生应该有更高的责任意识和境

界，我们的敬业不仅是做好本职

工作，更要为行业的发展、社会

的稳定贡献微薄之力”。

东方绿洲
夏日水狂欢开幕

本报讯 儿童们在尽情地戏

水，近日，东方绿洲夏日水狂欢正

式开幕。

会德丰国际广场
环保化妆艺术展

国内首家桥梁病害陈列馆正式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