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速布局新车业务
毛豆新车网与三菱达成合作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孙磊
综保区撬动区域经济 5项目揽金26.5亿

江津区昨举行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28个项目揽金436亿元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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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讯 近日，致力于打造国
内领先的汽车新零售平台毛豆新车网宣
布，已经与三菱达成战略合作，三菱旗下
帕杰罗、蓝德、劲炫ASX等多款车型入
驻毛豆平台，用户最低只需1.14万元就
可直接将车开回家。

毛豆新车网负责人表示，毛豆新车
网为用户提供0到1成低首付、低利率的
融资租赁模式，能够激发更多潜在用户
群体的购车潜能，让用户的购车计划提
前实现。三菱负责人表示，毛豆平台的
全新模式不仅能够满足一部分用户线上
了解车辆信息的需求，还能为预算不充
足的用户提供解决方案。这对主机厂来
说，是个加速拓展市场的好时机。

阿里巴巴2017打假年报：
97%侵权链接上线立遭封杀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张宇

重庆商报讯 24万个淘宝疑似侵权
店铺被关闭；主动删除的疑似侵权链接中，
有97%是一上线即被封杀；在与阿里合作
权利人数目增长17%的背景下，整体知识
产权投诉量下降42%；每1万笔订单中仅
有1.49笔为疑似假货。1月10日，阿里巴
巴对外发布《2017年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
护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打假年报》）。

“更多的假货，在产生销售前就已被
秒杀。”1月 10日，阿里首席平台治理官
郑俊芳称，整个 2017年，消费者在淘宝
购物时的信心在大幅提振，每 1万笔订
单中，仅有1.49笔为疑似假货。

《打假年报》显示，截至 2017 年底，
阿里打假特战队已与全国 23个省开展
线下打假合作，累计向全国执法机关推
送涉假线索1910条，协助抓捕涉案人员
1606名，捣毁窝点数1328个，涉案金额
约43亿元。

重庆商报讯 昨日，江津区
举行 2017 年第四季度招商引资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28个项目揽
金 436 亿元，涉及战略性新兴产
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
等多个领域。2017年以来，江津
区围绕打造“永不落幕招商会”
全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连续四
个季度举行集中签约活动，招商
引资额从一季度的 140.7 亿元，
增加到四季度的 436 亿元，全年
累计招商引资金额已突破 1200
亿元。

市外投资占比超九成

据了解，去年第四季度集中
签约 28 个项目，总投资 436 亿
元，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
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乡村振
兴等多个方面。其中，投资超过
10 亿元的 6 个，1~10 亿元的 22
个。从投资来源地来看，除重庆
企业外，还有来自北京、上海等
地的企业，总投资金额逾 400亿
元，重庆外投资占签约总投资的

比重超过九成。
从签约落户地来看，珞璜、双

福、德感、白沙四个工业园依旧热
门，共签约 19个项目，吸引投资
127.9亿元。

5个项目集中落户综保区

刚刚顺利通过市级预验收的
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继续保持

着“吸金热土”的势头：共有上海
迳兴实业有限公司、重庆国际复
合材料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签订
了投资协议，总投资26.5亿元。

截至目前，江津综合保税区
已吸引了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
等国家和地区的近100家意向企
业，已签订新光控股集团等正式
投资协议 22个，总投资 284.5 亿
元，预计将实现年营业收入 370

亿元，年进出口额 50亿美元，年
入库税金近10亿元。

据介绍，除工业项目外，文
农旅融合项目也成为了此次签
约的亮点。江津滨江新城、重庆
（江津）现代农业园区、四屏镇等
组团的发展潜力持续爆发，共

“斩获”了包括城市综合开发、公
园、特色小镇等相关项目共计
277亿元投资。

政企协作显高效 恒大60亿扶贫倾力支持毕节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蓝娅莉

记者从贵州省
扶贫基金会获悉，1
月 9 日，该基金会
收到恒大集团捐赠
的 20 亿元扶贫资
金，用于结对帮扶
毕节市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据悉，
恒大集团计划无偿
投入110亿元帮扶
毕节市100多万贫
困人口稳定脱贫，
目前已累计捐赠到
位60亿元。

恒 大 集 团 自
2015 年 12 月 开
始，便结对帮扶贵
州省毕节市，通过
产业扶贫、搬迁扶
贫、教育扶贫和就
业扶贫等一揽子综
合措施，为民营企
业参与脱贫攻坚探
索出一条可复制、
可推广、可持续的
新路子，现已取得
阶段性成果。

如此大手笔的
扶贫行动，实施两
年多来效果如何？
恒大集团又是如何
参与精准扶贫？

110亿扶贫资金
从整县帮扶到整市帮扶

结对帮扶大方县两年多，大方县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处处欣欣向荣。
截至目前，恒大集团定向捐赠给大方
县的30亿资金已经全部到位，103项
重点援建工程已全部竣工交付。其
中，50个新农村、11所小学、13所幼
儿园、1个奢香古镇以及完全中学、职
业技术学院、慈善医院、敬老院、儿童
福利院相继投入使用。肉牛养殖基
地、蔬菜育苗中心、蔬菜大棚和大田
基地、中药材和经果林基地等已投入
生产，引进的43家上下游龙头企业
已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
基地”的产业帮扶模式，实现了供产
销一体化经营，确保贫困户持续增
收、稳定脱贫。据统计，已帮助12.73
万人初步脱贫。

朱飞，来自安徽分公司，2017年
5月入黔，已在大方县理化乡扶贫指
挥部驻扎7个月。他表示，大方县理
化乡贫困户的产业扶贫覆盖率超过
90%，某些因特殊原因未被产业项目
覆盖的少数贫困人员，也在乡政府和
扶贫部的扶助下通过就业、购买万能
保险等其他方式实现初步脱贫。恒
大集团只有一个想法：让每一分钱价
值最大化，让贫困户彻底脱贫。

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聚力脱贫
攻坚的大背景下，2017年5月，恒大
将帮扶范围扩大至毕节全市 10 县
区，再无偿投入80亿，累计投入110
亿资金，派出 2108 人的扶贫团队，
通过产业扶贫、搬迁扶贫、就业扶贫
等措施，到2020年帮扶毕节全市现
有92.43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

2108名扶贫人员
用脚底板走出精准识别

扶贫成果的书写只需百字，一
系列数字背后的支撑，除了一整套
缜密的帮扶措施，还有创新的工作
机制。恒大不仅出资金，还出人才、
出技术、出管理、出团队、出思路。

早在2017年 5月 12日，在恒大
集团帮扶乌蒙山区扶贫干部出征大
会上，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就强调：“5
年无偿投入110亿元并不是一件难
事，最难的是要派出一支能吃苦、能
奉献、能打硬仗、能出思路、能出管
理、能出办法、能出技术、能促进当
地群众内生动力的优秀的扶贫团
队，决战乌蒙山恒大扶贫前线。”

据了解，两年多来，恒大从全集
团系统选拔了 2108 名优秀的领导
干部和扶贫队员常驻毕节市扶贫
前线，派驻到县、乡、村，与当地干
部群众并肩作战，工作到村、包干
到户、责任到人。

这一批恒大“铁军”，为实现精
准识别贫困户，他们挨家挨户走
访，不仅要核实贫困户基本信息、
贫困现状和致贫原因，定位贫困户
家庭经纬度信息，拍摄记录贫困户
家庭情况、生活环境等照片，还需
宣传恒大产业扶贫、易地搬迁、吸
纳就业等一揽子帮扶政策，通过摸
底、宣传，了解贫困户发展意愿，为
高层制定具体脱贫措施。

政企协作显高效
恒大开创扶贫新模式

置身扶贫第一线的朱飞坦言，集
团扶贫机构与大方县各级党委、政府
水乳交融的协作，是扶贫工作顺利、
高效施行的前提保证。“扶贫工作牵
涉面广，遇到的问题也多，有了政企
协作的工作模式，所有问题都能被及
时发现和高效解决。”朱飞说。

政企联手的模式并不复杂，却

行之有效。在集团层面，恒大成立
了扶贫办，在大方县，有恒大大方
扶贫管理有限公司；人员配备上，
恒大集团选派的管理骨干与毕节
市委、市政府从全市抽调的挂职干
部一起办公。

日前，恒大精准扶贫模式入选
了中国社科院《扶贫蓝皮书：中国扶
贫开发报告（2017）》。报告指出，在
贵州省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
全力推动下，当地党委政府和恒大
集团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扶贫领
域开创了政企合作的全新模式，优
势互补、高效协作，形成了强大的脱
贫攻坚合力，创造了高质量的扶贫
效率，是“国内甚至国际上公益领域
中的一个创举”。

▲奢香古镇全貌

▼第一扶贫牛超市

签约仪式现场 通讯员 贺奎 摄

据江津区招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去年，该区先后出台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
工作的实施意见》和《重庆市
江津区 2017 年招商引资专项
工作方案》，全力打造“永不落
幕的招商会”。区委、区政府
主要领导坚持每月外出招商 1
次以上，其他区领导定期不定
期赴外考察和对接项目。去
年，该区新引进各类外来投资
项目 436 个，其中 1 亿元以上
项目 147个，10亿以上项目 28
个，合同引资 1200 亿元，实际
到位资金（含续到）730 亿元，
同比增长17.2%。

2018 年，江津区将力争全
年合同引资突破1200亿元，实
际到位资金824亿元，引进全国
知名企业、上市公司、法人资格
研发机构等分别达到5家以上，
以“永不落幕招商会”继续开拓
招商引资新局面。

新闻纵深
打造“永不落幕的招商会”
今年力争引资1200亿

重庆商报讯 天气转冷让重
庆市民直呼“冷”的同时，背后的
商机也随之而来。记者从重庆最
大的皮草贸易市场空港皮革城了
解到，入冬以来，该市场皮草销售
达到120万件，比上季同期的80
万件增长了50%。不过对购买皮

草的市民来说，售后产品的维护
要注意，目前市场上有完整售后
的皮草市场已所剩无几，随便在
小店维护可能花了大价钱却毁了
好皮草。

空港皮革城相关负责人表示，
冷冬对皮草消费促进效应明显，最
近皮革城举行的跨年大促就吸引
了数万人逛商场，周末甚至出现停

车场排汽车长龙的情形；一些新进
商家为了能拿到一个铺位，甚至需
要提前一年预定。

数据显示，作为重庆最大的
皮草市场，在当前实体商业普遍
经营不景气的情况下，空港皮革
城销售量逆势上涨，2014年投入
运营便实现年销量52万多件，每
年均增长20%以上。在上个冬季

更是实现皮草销售80多万件，这
个冷冬的到来则促进销售大涨到
120多万件，增长率近50%。

皮草消费已成大众消费，但
是价格昂贵的皮草后期保养是行
业难题之一，稍有不慎就可能出
大问题。

那么皮草该怎样维护呢？位
于空港皮革城的重庆第一个皮草

4S服务中心技术人员介绍，皮草
不是一般的布料，它的保养如深
度清洗、上光、熨烫等都需要专用
设备及专业技术。而构建皮草专
业的维护团队成本高昂，一些小
店和小市场由于业务量支撑有
限，后续配套服务不够完善，因此
消费者在产品保养时要找专业市
场或者大型店面。

腾讯叮当登陆CES展
首度揭秘生态伙伴计划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孙磊

重庆商报讯 近年以来，在
拥抱消费升级这条路上，中外巨
头都在加快脚步，对产品进行迭
代。家用洗涤产品也在升级，继
碧浪之后，汰渍、优颂、蓝月亮等
各大品牌相继推出高端洗涤产
品。然而，浓缩洗衣粉、浓缩洗
衣液已在消费者们心中根深蒂
固，洗衣凝珠等“浓缩”产品的出
现，似乎并没有引起消费者们的
关注，洗涤日化市场的升级也遇
到了阻碍。

洗涤日化产品日渐高端

许久未逛超市的记者发现，
超市的洗涤日化区域不再仅仅
只是陈列着洗衣粉、洗衣液，洗
衣片、洗衣凝珠、至尊洗衣液等
高端洗涤产品相继出现在货架
上。

“这个洗衣凝珠是个啥子东
西嘛，啷个还卖这么贵？”一位老
婆婆疑惑地问道。一旁的销售
人员回应称，“这个是超浓缩液

的，洗衣服的时候放一颗在洗衣
机 里 面 ，衣 服 就 能 洗 得 很 干
净”。1月 10日，记者在永辉超
市石坪桥店看到这样的场景。

洗衣凝珠是什么？记者了
解到，洗衣凝珠，专为机洗设
计，操作简单，方便不脏手，小
小一颗洗衣凝珠能洗一筒衣
服。气味芬芳，质地软滑浓稠
适中，性质温和不伤衣物，特有
的低泡浓缩锁色配方，更易漂
洗，凝珠遇水即溶无残留，还能
有效快速去除顽固污渍让衣物
洁净如新。

洗衣凝珠销售意外“遇冷”

记者环视了一周，发现优
颂、蓝月亮、汰渍、超能等品牌
都已推出高端化产品，货架上
甚至还有德国进口的依秀浓缩
洗衣片。而这些高端洗涤用品
的价格又如何呢？以汰渍为
例，净含量为 3KG 的洗衣粉售
价为39.90元；净含量为2KG的
洗衣液售价为 38.90 元；净含量
为 356g（18 颗）的洗衣凝珠售
价为 39.90 元，原价则是 69.90

元。看似差不多的价格，越高
端的产品，净含量却在不断“浓
缩”。记者通过对比洗衣凝珠
和洗衣液洗涤用量发现，洗衣
液每次机洗 12~14 件衣服，需
用 65g，这样算来，2KG 的洗衣
液大约可以用 31 次；一颗洗衣
凝珠可洗 6~14 件衣服，一盒
356g的洗衣凝珠只能洗18次，
但其功效却标注的是拥有 8 倍
洁净力，还可以护衣、护色。那
么，对于相似的价格、使用次数
却减少了将近一半的洗衣凝
珠，消费者们又是否买单呢？

市民刘女士告诉记者：“逛
超市的时候看到过，但是还没
有买过。洗衣粉、洗衣液用惯
了，不知道这个怎么用。”市民
李女士表示同样没有购买过，

“这么小一盒，用得到几次哟，
还这么贵，这个价格买一大袋
洗衣粉可以用很久了”。难道，
洗衣凝珠主打的清洁能力和护
衣功能就没有吸引到消费者们
吗？市民沈女士表示，“感觉这
些洗衣粉洗衣液功效都差不
多，衣服本来也不是很脏，没必
要用洗衣凝珠”。

从“浓缩”到“凝珠”洗涤日化产品升级为何遇冷？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见习记者 李微

现如今，市面上的“浓缩产
品”已经遍布多个品牌。汰渍和
优颂纷纷推出洗衣凝珠、蓝月亮
推出机洗泵时代洗衣液、超能浓
缩推出天然皂粉……高端“浓缩”
产品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出
来，各大品牌也前赴后继进军高
端洗涤日化市场，为何其产品的
销售却意外“遇冷”？

重庆工商大学营销学副教授
于世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我看来，主要是宣传力度不
够，力度不够就会导致消费者对

价格不认同”。
除此之外，还有业内人士指

出，相对普通洗衣液甚至洗衣粉，
浓缩型洗衣液是新品，也是一款
替代性产品。当一款替代型产品
尤其是快消品、新品要大面积推
向市场时，其方式应该是：一、直
接以实验的方式，对比出后者的
优势在哪儿。二、用清晰明确的
方式告诉给消费者成本是否增
加。当这两点还没有直截了当普
及到消费者层面时，产品关注度
自然不够。

新 闻 纵 深 中国洗涤行业正处于过渡期
据中洗协测算，如果所有中国

消费者都使用浓缩洗涤剂，则每年
可在生产、运输和使用过程中减少
174.72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节约
85.67 亿千瓦时电能，节约242.11
万吨洗涤用水。欧睿国际近期发
布的洗涤行业报告中也显示，在法
国、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洗衣
液的浓缩化程度已超过96%，而中
国浓缩洗衣液的占比却只有3%。

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院长王
万绪曾言，中国的整个洗涤行业相
对发达国家起步偏晚，目前消费者
已完成从皂到粉、从粉到液的消费
转变，现在正处于从普通洗涤剂到
浓缩洗涤剂转变的过渡期。

但是，从最近市场的表现来
看，各大品牌都在相继推出“浓
缩”高端产品，在升级洗涤日化市
场上面，大家的脚步都不曾停歇。

新 闻 分 析 宣传力度不够消费者不认同

天气转冷商机接踵而至 我市皮草消费走俏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阳

▲恒大集团已捐赠到位扶贫资金60亿元

重庆商报讯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
CES展，各大互联网巨头都拼命地展现
自己的技术实力。腾讯也将参加本届
CES展，同全球众多先锋领袖分享AI对
消费技术带来的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腾讯在人工智
能领域的重磅产品，腾讯叮当语音助手
在本届CES展上亮相。叮当语音助手是
一款基于腾讯技术生态及内容生态的产
品，也是腾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探路石；
日后，在与电视、耳机、汽车、可穿戴等领
域的合作中，叮当语音助手还将成为各
类消费厂商实现智能化的“加速器”。

在腾讯看来，没有场景落地，技术内容
就是空壳。腾讯智能平台产品部总经理莫
沙表示，腾讯叮当的产品使命是如何把人
工智能助手的产品形态带到车内，去帮助
用户连接腾讯有优势的内容和服务。

在莫沙看来，AI助手产品的应用场
景，特别是以语音交互为主的产品形态
需要在更多新的领域进行开拓，而这也
是当下腾讯叮当所着重关注的。

此外，腾讯叮当面向业界首次正式
揭开了“腾讯叮当生态伙伴计划”的神秘
面纱，表示愿以共建共享的姿态开放腾
讯AI能力，与众行业共享AI技术成果，
为硬件设施的智能化提供解决方案，构
建合作伙伴生态圈。

实际上，对于AI领域来说，目前，无论
是百度还是腾讯，抑或是阿里巴巴，几乎都
在语音助手领域发力。但各家着力方向却
有所区分，异曲同工之处为各家都希望将
AI助手作为驱动器，在引领自家核心业务
的同时搭建更多共享式的合作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