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 前AI、大数据、无人技术开始

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的视野，

不少企业更是开启了线下落地商用的探

索。2017年3月，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

张近东在全国两会上首次提出“未来零

售就是‘智慧零售’”的观点。所谓智

慧零售，即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等前沿技术，构建商品、用户、支付

苏宁智慧零售链接消费升级
苏宁以新技术为支点，赋能零售商，使其对消费需求的感知更加精准、响应更加快速，
最终达到提升用户体验和提高经济增长的目的。

 本刊记者  彭春燕  关志薇／文    

等零售要素的数字化，将采购、销售、

服务等流程智能化，以更高的效率和更

好的体验为用户提供商品和服务。简言

之，智慧零售是先进科技与传统零售化

学反应的产物。

如今，伴随着互联网人口红利的渐

趋消失、先进技术的日臻成熟，以苏

宁为代表的智慧零售模式，给国内零售

行业带来了另一种思考：以新技术为支

点，赋能零售商，使其对消费需求的感

知更加精准、响应更加快速，最终达到

提升用户体验和提高经济增长的目的。

此外，智慧零售在科技研发、技术

商用、用户服务、消费升级、人才培

养、创业支持、精准扶贫等方面，也已

形成体系化、生态化的赋能平台，尽最

大努力为社会分工和社会发展创造价

值。也正是这些价值成果，才真正地组

成了智慧零售的核心成果，成为其不断

更新与迭代的题中之义。

零售科技的创领者 落地商用的试验

田

如今，以人工智能、人脸识别、

AR/VR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加速在零售

行业深度融合。作为国内领先的线上线

下融合的零售企业，苏宁始终以一个探

索者、践行者和分享者的姿态居于行业

中，通过零售技术的自主开发及应用，

尝试通过更高效的方式、更完美的体验

去链接用户与商品。“我们希望结合我

们对零售数据的优势、对业务的认知，

能够把我们超过80个引擎开放赋能给我

们的生态伙伴，让大家一起把这个零售

产业做大。”苏宁科技集团COO荆伟曾

这样说。

据了解，近几年苏宁投入了大量的

科技人才与基础设施，同时通过AI能

力、大数据能力、云计算能力，形成了

智慧零售大脑的一整套行业解决方案，

具备了对合作伙伴开放和赋能的能力，

通过智慧零售大脑，苏宁把中国制造

到零售的流通环节打通，包括零售、物

流、金融、服务等，全面提高了效率。

同时，又通过大数据技术，在零售端把

各种用户的需求传导到制造端，使制造

更柔性、精准、高效，从而达到中国制

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变升级。

而在实体零售中，苏宁无人零售商

设备迅速落地，机械臂、移动售货机器

人相继投入使用，这进一步拓展了零售

的边界，推动着整个零售行业的前进，

为零售行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智慧零售中使用的新技术同时也引

发了生产产业的变革：线下通过优化内

容布局和结构，调整各个环节的运行模

式，降低了响应周期、提高运营效率；

线上通过创新交互设计、提升用户体

验，增强消费意愿，不断地挖掘出新的

消费需求和场景；物流开始逐渐使用仓

储机器人和货运机器人，大大提升了运

营效率，节省时间和资金成本；售后服

务依托新技术，通过收集和运用用户数

据，大大提升了零售者对市场的跟踪和

布局能力，为企业的采购和销售做到精

准提供支持。

科技物流显速度 绿色物流见温度

时至今日，物流产业已经成为零售

业的重中之重。“苏宁物流是一个技

术和服务驱动的平台，专注为消费零售

提供高效基础设施服务的智慧企业。主

要体现在自建物流网、自主研发技术、

包裹的‘有温度交付’这三个方面的属

性。”苏宁物流常务副总裁姚凯表示。

在物流科技方面，苏宁的探索一直

处于行业前列，也为行业提供了众多可

行的样本。在仓储端，以曾入选发展改

革委、商务部联合发布的首批“国家智

能化仓储物流示范基地”名单的苏宁云

仓为例，其建筑面积在20万平方米，相

当于28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可存储2000

万件商品，是亚洲最大智慧物流基地，

日处理包裹可达到1 8 1万件，是行业

同类仓库处理能力的4.5倍以上。据计

算，苏宁云仓的分拣速度是传统人找货

拣选方式的10倍以上。

而在配送端，苏宁的物流能力更得

以突显。以苏宁物流“无人部队”为

例，其中苏宁物流“行龙一号”无人重

卡是苏宁无人驾驶项目里重要的一环，

主要解决苏宁物流园区到物流园区的干

线运输和园区内的自动驾驶问题，系国

内电商首次在物流园区的尝试应用，也

是中国首个40吨无人卡车迈向物流领域

的第一步。

更值得一提的是，苏宁物流也一直

是绿色物流行动的坚定践行者，通过发

展绿色仓储、绿色包装、绿色配送、绿

                                                 
通过智慧零售大脑，苏宁
把中国制造到零售的流通
环节打通，包括零售、物
流、金融、服务等，全面
提高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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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末端，不断减少快递包装浪费，推进

减量化、绿色化、可循环发展。苏宁物

流率先在行业推广“共享快递盒”，全

国投放超过10万个共享快递盒，单个快

递盒可循环使用1000次以上。而以“共

享快递盒”为基础的超过100万个绿色

包装产品累计使用达到1亿次，节约的

胶带可以绕地球3.74圈，节约的传统快

递盒可以铺满整个南京。

创新普惠金融服务 破解小微企业融

资难

一直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普惠金融

的发展，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数以千万记

的小微企业的存续和发展，继而关系到

国家经济的基本面和长远发展能力。

作为目前国内四大互联网金融科技

集团之一，苏宁金融在小微企业融资

方面的发力同样不容小觑。苏宁金融依

托苏宁生态圈及战略客户群的海量资金

流、物流、信息流大数据，具体通过供

应链金融和微商金融模式，精准服务实

体企业。截至2018年10月底，苏宁金融

已累计为近万家企业提供超过1600亿元

的资金支持，仅旗下“乐业贷”产品就

已为超过两千个商户提供超过5亿元贷

款额度。

科技的迭代升级，正在成为打通普

惠金融“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近年

来，苏宁金融在生物特征识别、大数据

风控、物联网金融、区块链、金融AI和

金融云六大金融科技方面发力，打造了

苏宁支付、“链速融”、乐业贷、任性

付、任性贷、零钱宝、苏宁卡等一系列

多元、智能的金融产品，实现了“组合

拳”出击。

 
“O2O共同体” 共同服务新时代

消费升级

近年来，消费者的需求正呈现个性

化、多元化及定制化趋势。在智慧零售

模式中，提升消费者体验始终是苏宁坚

持的重心。无论是科技创新驱动，还是

物流、金融等消费后端服务打造，智慧

零售都在以用户为核心，以其需求和数

据为基础，构建一个足以支撑未来智慧

零售布局的庞大生态系统。

除线上电商平台之外，依托于苏宁

的整体生态资源，智慧零售在全国绝

大多数城市完成了多业态布局，在“两

大两小多专”（“两大”即苏宁广场、

苏宁易购广场，“两小”即苏宁小店、

苏宁零售云店，“多专”即苏宁易购云

店、红孩子、苏鲜生、苏宁体育、苏

宁影城、苏宁极物、苏宁易购汽车超市

等）的线下业态中，除县镇店外，其余

在城市市场都有布局，打造多元化的服

务场景。同时，随着智慧零售大开发战

略的高速推进，越来越多的线下业态与

线上呼应，成为“O2O共同体”。

此外，依托苏宁拼购和4000多家苏

宁易购直营店、苏宁零售云店等平台或

业态，苏宁成为开拓农村市场、渠道下

沉的主力军，在推动农村消费市场转型

及升级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例如，苏宁易购县镇店内主要经营

家电和3C品类，有一些门店顺应市场

的需求还会增加极物类、母婴类等商

品，高中低频商品进行组合，满足不同

市场的消费者需求，也极大提升门店引

流能力。而在购物体验上，苏宁更是通

过智慧零售模式把线上线下资源嫁接到

县镇和农村，让当地商户获得苏宁物

流、金融、IT技术等全方位的赋能。

 
“企业小了是个人的 企业大了是员

工的、社会的”

“企业小了是个人的，企业大了是

员工的、社会的。”这是张近东多年不

变的承诺。与之对应的是，苏宁作为一

家拥有八大产业、25万员工的企业，在

智慧零售“同心多圆”的模式下，始终

把企业、平台的资源作为个人理想的云

梯，赋能个体。

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中，“稳就业”被摆在了突出位置。

以苏宁为代表的零售企业，多年来一直

把带动就业放在心里，为更多人提供多

样的就业岗位。据了解，仅2018年苏宁

就新增员工6.8万人，包括2万多名IT研

发人员、互联网运营人员和新业态运营

人员以及4万多终端服务人员，与经济

大形势波动下就业压力逐渐增大的现象

形成了鲜明对照。

而相较于就业，创业则面临着更大

的风险。作为社会型企业，苏宁更是坚

持“达则兼济天下”的商业信仰。尤其

是自“智慧零售”战略实施以来，经过

一年多的极速发展，苏宁易购县镇店数

量已经超过4000家，为两万多人提供了

就业创业岗位。

其中，作为智慧零售能力输出战略

项目的零售云，已成为县镇市场明星

业态。未来3年内，苏宁将完成首轮零

售云平台造富计划，2020年实现布局

12000家零售云门店，培育1000多家年

销售规模达千万级的金牌商户，帮助更

多人通过创业发挥自己更大的社会价

值。

“我们希望通过智慧零售能力输出

的高速公路，打通散布在广大县镇市

场的毛细血管，用互联网的方式去发展

县镇市场，以开放连接、协作共赢的姿

态赋能县镇零售商，打造一批引领中国

县镇市场消费经济发展的新力量。”在

2018年的零售云合作伙伴大会上，张近

东这样说道。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随着智慧零

售时代的全面来临，苏宁已在零售业

的全面嬗变中扮演起引领者、创造者的

重要位置，同时将更多的科技、物流、

金融等资源化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设

施，化为链接各个成果和渠道的平台，

化为社会经济增长和消费升级的给力引

擎，致力于服务于新时代下的全民美好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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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让“中国铸造”
再次闪耀世界
市场倒逼让宁夏共享集团在产品质量升级的道路上持续加力。

 武勇  卢海龙／文   

“重 现三千多年前中国传统

铸造业的辉煌，创新引

领让‘中国铸造’再次闪耀世界，共筑

‘铸造强国梦’！”

偏居西北边塞的宁夏共享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宁夏共享集团）带着这

样的民族情怀和家国梦想，历经53年发

展，通过创新驱动不断实现蜕变升级，

已成长为产品立足国际市场的多领域大

型高端装备关键零件供应商，在重型燃

气轮机铸件、大型水轮机铸件、大型内

燃机铸件、超超临界蒸汽发电机铸件、

核电设备铸件等领域实现制造技术世界

一流，铸造3D打印产业化应用综合集

成技术世界领跑。

近期，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

企业家、宁夏共享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彭凡接受专访时，为我们揭示了企业

创新发展的蜕变密码。

质量蜕变：中国铸造走出国门在海

外市场赢回尊严

宁夏共享集团的前身——原长城铸

造厂始建于1966年，是三线建设时期由

沈阳中捷友谊厂迁建至银川的原机械工

业部定点企业，当时的任务就是为同在

宁夏的长城和大河两家机床厂做配套铸

件。

“我1983年大学毕业来到厂里时，

正赶上企业第一次转型，也是企业发展

最艰难的时期。”彭凡介绍，上世纪80

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逐渐吹到了西

北，然而改革初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的转型过渡，却让长城铸造厂经历了成

长阵痛：几年间跑遍全国市场，获得了

沈阳、青海、云南机床厂等20多家客户

的订单，但受铸造业产品市场价格体系

尚未建立的影响，厂子陷入“增产不增

效、吃不饱饿不死”的两难境地，挣扎

在亏损边缘。

“这种情况下，我的前任老板孙总

毅然决定：走国际市场。”上世纪80年

代后期，时任长城铸造厂厂长孙文靖带

着铸件出口的愿望，前往日本逐一拜访

世界机床行业巨头山崎马扎克机床公司

等企业，却被日本素形材协会（日本的

铸造业协会）会长当面评价：“中国的

铸件也就是做马葫芦盖（下水井盖）的

水平，你们怎么能够做出口铸件呢？”

面对这样的质疑，孙文靖心里憋足

了一口气。带着给马扎克公司提供铸件

样品的机会回到国内，带领全体职工下

定决心做出口产品，赢回民族尊严！

“当时选技术最好的劳模操作，包

括厂领导、总工到车间主任全部投身

技术攻坚，连天连夜工作，最终，我们

用时两个月把样品做好。通知马扎克来

验收，对方都不相信，后来一次性验收

通过。”彭凡回忆，几年后又一次走访

日本时，孙文靖再次拜访日本素形材协

会会长，告知长城铸造厂拿下了日本马

扎克的订单，对方接连质疑：“不可

能！”直至看到生产过程的照片，他才

诚恳地竖起大拇指：“给马扎克生产铸

件，不简单！”

通过“马扎克”这一敲门砖，上世

纪90年代初期，长城铸造厂逐渐打开了

日本市场，客户不仅来自机床生产商，

还有铸造企业。

产品走出国门，就不再仅仅代表企

业，更代表了中国质量。1996年，彭凡

带领公司代表团前往日本走访客户，对

方将长城铸造厂代加工的铸件和他们铸

造的同型号产品并排摆放在车间门口，

离着一二十米，从轮廓和外观上就能看

出我们的产品“傻大黑粗”，人家的产

品“窈窕淑女”。

“当时看到这种场景，心里那个

火，但技不如人，差距摆在那里。”彭

凡总结，正是和日本铸造业同行间的竞

争，促使公司产品发生了质的蜕变，随

后公司也确立了深植企业文化的“大质

量”概念：即工作质量、产品质量、国

家质量。

通过参与全球竞争，不断实施技术

改造、工艺革新，如今宁夏共享集团

生产的大型水轮机铸件、大型内燃机铸

铁件、核电设备铸件和60万千瓦、100

万千瓦及超临界、超超临界蒸汽发电机

铸铁、铸钢件实现制造技术世界一流。

大型燃气轮机铸铁、铸钢件产品占世界

市场供货量的40%左右，并在2018年荣

获国家单项冠军产品，实现宁夏在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