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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马CEO侯毅近日指出，这次疫情教会了

年轻妈妈在家做饭，教会了老年人用手机购

物，“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民互联网化”。

到家平台与实体零售的
未来走向

侯毅认为：“未来线上才是零售销售的主渠

道。”而在这次疫情之后，也真正让平台的供应

链得到了考验。以往对于新零售的做法是，是真

正意义上的线上线下一体化，而这次疫情暴露

出了。“只有真正有供应链的平台才受益。”只是

平台，没有供应链就没法扩大产能，从而会逐步

退化。侯毅表示：“到家平台会减少，因为不能掌

控，而实体零售会上个台阶。”

在这次疫情里，还折射了用户对于商品

品类的变化。健康食品和消费方式逐渐被年

轻人所接受，盒马在后续也会推出零转基因

等产品。同时，还有个新机会是半成品和成品

会大量崛起。疫情期间，盒马的半成品产品比

其他所有产品销售都要好得多。

基于场景重建业态：
盒马未来是大店+小店组合开

2019盒马CEO侯毅在联商网大会上公布了

盒马除了标准门店之外的4个新业态：盒马F2、
盒马菜市、盒马 mini 和盒马小站。3月19日，侯

毅通过一场线上的沟通会，高调宣布盒马mini
才是生鲜电商售的“终极模式”，同时官宣了盒

马鲜生标准店和mini今年开店“双100”。
盒马mini 是从诞生起就按新零售的要求，

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顶层设计。目前盒马mini配
送范围缩短至1.5公里，线上单量超过2000，线
上销售占比超过50%，坪效是普通社区超市和

前置仓的四倍多。侯毅此前透露，盒马mini开业

3个月坪效就能超过盒马大店、物流配送成本更

低，而且投资成本只是大店的十分之一，很快能

实现盈利，完全可以取代前置仓。

在未来的规划中，盒马mini业态的销售额

将占到整个盒马的一半。3月12日，盒马mini项
目负责人倪晓俊透露，盒马mini已经在上海开

出了6家门店，将继续加速在上海复制，同时

会到拥有成熟门店体系的北京、深圳、广州、

杭州批量复制。

线上要全面超过线下，真正给实体零售

带来颠覆性变化是什么？这个答案是实体店，

开实体店才是实体零售对颠覆生鲜的有效办

法。“盒马的创新都是从场景中去倒推，然后

基于消费者的痛点，从场景中找最好的解决

方案，这就是我们做新业态的逻辑。”侯毅说。

从用户的整个生活场景去做分析，用户

上下班时间、周末时间都会在哪里，在这些场

景里用户的需求是什么。比如在上班的路上，

会在路上买早餐买饮料，这些场景是不是有

业态的存在，还有用户在办公室的场景，需要

点水果下午茶这些，这些都可以构建新的业

态。“能开大店的地方还是开大店，大店支撑

不了的地方开小店，大店和小店要组合开，这

才是个科学的方法。”侯毅说。

新消费趋势：
深耕农业品类未来会有优势

3月11日，盒马正式宣布，与喜茶联名的

青团开启上海的预售。联名款上线后仅一小

时，便显示“商品已售完”。据介绍，此次将盒

马青团与喜茶最热门的豆乳口味、最受欢迎

的波波相结合，也是希望能在传统美食中增

添新意。

“这次联名的青团的销量是淘宝青团销

量的三倍。”侯毅说。这次合作的爆点在于两

者的合作有化学反应，就像喜茶把港式甜品

的食材用到了奶茶里，我们把奶茶的食材用

到青团里，“跨界的合作一定要有化学反应，

一定要做出新的价值，这是我们选择联名方

的标准。”

而放大到新消费中，需要回答的是新消

费什么样的趋势和逻辑才能制造创新，盒马

的这次联名是一次创新的尝试，在食品上还

有很多种尝试，比如乐乐茶把果汁混在面包

里，还有韩国的一个面包店，把泡菜烤肉夹在

面包里，做出了咸的面包，从茶饮角度上，现

在是以牛奶为基础饮料，以后还有以豆浆酸

奶为基础饮料的饮品，这些是不是有更多超

常规的产品出现。“重新定义食材，重新组合

各种食材，这类的产品有巨大的创新机会。”

侯毅表示。

盒马目前专门培养细分的供应商，力图

把一个品类做深做透。典型的案例是，平台上

有一家专门用传统方法来做豆制品的公司，

虽然市场价略高，但是口感非常不一样，未来

盒马也打算投资这样的农产品商家，类似这

样的商家也是盒马在未来市场上形成差异化

的重要力量。

“未来盒马会诞生各行各业最好的品类，

我们要做出跟传统超市不一样的品类，盒马

未来50%的商品都是外面买不到的。”侯毅说。

渊步摇冤

盒马CEO侯毅：疫情倒逼“全民互联网化” 新东方与剑桥雅思官方
再度强强联手

3月27日，新东方与剑桥雅思官方再度续

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维持新东方与剑桥雅

思官方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围绕着雅思

考试，新东方将与剑桥大学考评院（Cambridge
Assessment）、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原
niversity Press）及剑桥大学联合出版中心

（Cambridge Exams Publishing）三个部门展开

合作。新东方与雅思考试出题方、学习与考试

资料出版方联手，为雅思考生保驾护航。

自2006年起，新东方与剑桥雅思官方的合

作就已建立，新东方被授权在中国大陆独家销

售《剑桥雅思真题集》系列（5-14）。本次新东方

与剑桥雅思官方续约时间为六年，这也就意味

着在此次续约后，从即将问世的《剑桥雅思真

题集15》到《剑桥雅思真题集20》，新东方都将

在中国大陆地区持续拥有其独家销售权。

除了《剑桥雅思真题》系列书籍，新东方

与剑桥雅思官方在教材方面也有着深入的合

作。2015年，新东方独家落地出版了剑桥官方

雅思教材Complete IELTS系列。2018年，新东

方与剑桥雅思官方共同研发出一套更适应中

国学生学习习惯及能力的教材———剑桥雅思

综合教程Mindset for IELTS。在此教材中，剑

桥雅思官方首次调用剑桥学习者语料库中国

雅思考生数据，直击中国雅思考生常见错误

和备考难点。

除了教材，剑桥雅思官方和新东方的合

作还延伸到学员的整个学习过程中。新东方

不仅引进了剑桥雅思官方研发的CEPT测试

系统以帮助学生精准入班，每年还会派雅思

骨干教师接受剑桥雅思官方教师培训及培训

师培训，以精进雅思教学，帮助学生跨越雅思

考试这一门槛。

在接下来的全新阶段，除了保留以上的

合作，新东方还获得了《剑桥雅思真题》系列

书籍（5-20）的独家线上使用版权。新东方最

近推出了全真模拟的线上机考模考平台，并

已将《剑桥雅思真题》投入使用。此外，双方还

将在雅思课程、线上学习产品与测试、模考、

小程序等方面展开合作。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英两国都造成了

巨大的影响，在此严峻形势下，新东方与剑桥

雅思官方再次强强联手，在不确定的时代做最

确定的事：致力为中国雅思考生提供权威、科

学的雅思备考方案，帮助考生提高英语能力、

扩宽国际视野。剑桥雅思官方与新东方深入合

作，携手定制了适合中国学生语言学习特点的

雅思教材与课程，帮助新东方的学生提高雅思

成绩，实现他们的抱负与梦想。 渊佟枚冤

江苏省涟水县东胡集镇时码居委会农民

徐敏章，自2017年担任镇“普法宣传员”、“行

风督监督员”以来，尽心尽力，不辞劳苦，奔走

于村组、街道、教堂，宣传法律知识，调解民事

纠纷，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农村稳定，作出

了积极的贡献。

认真学法袁 下足功夫遥 为了掌握法律知

识，徐敏章选购有关法律书籍，并认真研习，

做好笔记，熟记核心内容。他利用早晚时间，

有时在家里，有时在田头，有时起五更睡半

夜，像小学生一样，背诵法律具体内容。由于

他结合实际，在学习法律知识上下足“绣花”

功夫，能熟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刑法》《反

家庭暴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淮安市

信访条例》等。

深入宣传袁造浓氛围。平时，老徐围绕党

委中心工作，宣传尊老爱幼、环境整治、扫黑

除恶、十大工程、疫情防控等内容，由于他宣

讲得很接地气，群众感觉“到嘴到肚”，起到春

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每年他深入村组、

街道、教堂宣传达100多场次，做到村村到，人

人听。有时他跟随文艺宣传队下乡宣传，效果

也很好。有些村民为了普及法律知识，主动邀

请老徐去宣讲。有的子女不孝敬父母，听了老

徐的宣传，自觉纠正了错误言行。有的小青年

夫妻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闹离婚，听了老徐的

法制宣讲和规劝，放弃了离婚的念头，外出打

工挣钱。2019年扫黑除恶掀高潮时，老徐天天

下村宣传法律知识，为扫黑除恶鼓劲造势，推

波助澜。今年疫情防控期间，老徐冒着料峭春

寒，深入到23个村，利用广播宣传疫情防控知

识和要求，形成人人知责，个个参与的氛围，

坚决打赢打好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

调解纠纷袁构建和谐遥 在农村中，经常发

生儿女不遵守社会公德，不肯赡养父母的现

象。老徐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前往调解，近

三年来，经他调解的矛盾纠纷20多起，为社会

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嵇码村薛某79岁，

生有2儿2女，老的说儿女不肯给赡养费，小的

说老人会赌钱，因此不给。老徐主动上门，苦

口婆心地做工作，最后老人表态今后不再赌

钱。儿女们表示每人每月给200元生活费，并

达成了赡养协议。 老徐计划在疫情结束以

后，深入胡集、时码等学校，宣传《未成年人保

护法》，使广大青少年受到法律保护，在新时

代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健康成长。

渊陈裕冤

麦当劳湖北近百家餐厅
恢复营业

麦当劳积极响应湖北复工复产的政策，3
月30日起，湖北省包括武汉市内的近百家麦

当劳餐厅恢复营业，在安全服务的前提下，开

启“无接触配送”服务，“无接触到店取餐”也

陆续开启。

3月30日起，麦当劳湖北省内近百家餐厅

开始提供“无接触配送”服务和“无接触到店

取餐”，顾客可以通过i麦当劳微信小程序、美

团和饿了么平台下单，根据定位选择“无接触

配送”或“无接触到店取餐”。

通过“无接触配送”服务，顾客可让外送

员将餐品送到指定位置，不面对面取餐，减少

接触，让外送更放心。部分餐厅已开始提供

“无接触到店取餐”的外带服务，顾客可通过

手机下单或者餐厅自助点餐机点餐，在取餐

处按照订单编号自行取餐，减少点餐、取餐过

程中的人际接触。4月7日起，麦当劳湖北省内

所有营业餐厅将全面恢复外带服务。

据悉，从3月20日起，麦当劳在武汉天河

机场为返乡的医护人员送上暖心餐，感谢各地

援鄂医疗队在疫情期间的辛苦付出。作为社区

的一部分，麦当劳从疫情开始便“尽善而行”，

持续进行爱心行动，为武汉、湖北以及全国抗

疫加油。

1月24日，麦当劳中国即向武汉慈善总会

捐款100万元，用于购买防护物资。同时，麦当

劳发挥全球供应链优势，在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麦当劳叔叔之家专项基金的支持下，紧急

采购、进口20万个医用口罩顺利送达武汉定

向捐赠的11家省、市和社区医院。此外，麦当

劳还向湖北捐赠了近2000个护目镜。

麦当劳也全力支持在湖北的一线医护和

防疫人员。1月28日开始，麦当劳在武汉世贸广

场餐厅开设防疫爱心厨房，为解放军161医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七家定点医院和支援武

汉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制作免费爱心餐食。麦当

劳还陆续在咸宁、仙桃、荆州等地开设爱心餐

厅。截至3月30日，湖北的麦当劳爱心餐厅已经

送出了超过72000份免费餐食。 渊闻通冤

庆春路是杭州主城区一条横跨东西的主

干道，短短数公里却云集100余家金融机构，

“杭州华尔街”的称号广为人知。在这条街上，

作为全国城商行“种子选手”的杭州银行总部

便坐落于此。打造中国价值领先银行，是杭州

银行坚守的愿景：其将不断升级金融服务，更

好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金融需求变

化，而这也成为该行转型发展无数生动故事

的最佳注脚。

服务民营小微：做优质创业企业
的“陪跑者”

杭州萧山，从事集成电路芯片研发设计

的创业公司在得到杭州银行500万元(人民币，

下同)信贷支持后，顺利熬过难关，并成功将自

己研发的芯片出口海外。在浙江，民营和小微

企业融资的便利性和可获得性不断提升。

2019年前三季度，浙江民营经济贷款新增

3976亿元；2019年9月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2.51万亿元，占所有企业贷款比重的38.8%，余

额、占比和户数均居全国首位。

金融稳则经济稳，金融性则经济兴———

以此为出发点，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己任的杭

州银行从成立之初就以民营和小微企业为主

要服务对象，坚持精准滴灌，以企业需求为导

向，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金融动力。

为进一步服务小微企业，杭州银行努力

打造具有“杭银基因”的小微金融新模式，初

步形成信用、数据、抵押“三大支柱”；为降低

企业融资成本，自去年以来，杭州银行小微贷

款利率持续下降，按“两增两控”口径，2018年
末较年初下降13BP，2019年9月末较年初再降

39BP。

拥抱数字技术：做金融科技赋能
业务转型的“践行者”

大力拥抱数字技术，杭州银行亦在推进

数字化进程中迈出坚实步伐。无论是大幅降

低人力成本，抑或是提升业务处理及风控能

力方面，杭州银行均在新技术的运用中得到

了实践经验。

在以客户为中心，“能够机器做的，不要

人工做；能够我们跑的，不要客户跑”的转型

理念下，杭州银行通过加强与杭州工商数据

线上直联对接合作，打破信息共享壁垒，创新

推出“登门办”金融服务，大大提升企业办事

效率。

为解决小微客户贷款申请手续烦、时间

长的痛点，杭州银行借力金融科技，创新推出

线上申请、系统模型审批、线上线下结合的系

列产品。例如，该行以1天内调查看房、1天内

签约进抵、1天内放款作业时效要求，开发了

抵押贷款产品“云抵贷”。客户无需出门，只需

在线申请，最快3分钟即可获知预授信额度，

最快1个工作日内放款。

针对小微企业财务报表不够规范、传统

风控模式对“软信息”重视不足等问题，该行

推出线上申请、系统模型审批的微贷产品。目

前，该行系统模型自动审批的业务量已占总

业务量的近50%；其中，自动审批的增量业务

占新增业务量的80%左右。

推进战略转型：做主动思变求高
质量发展的“优等生”

面对经济金融新常态，杭州银行不断激

发内部活力，谱写发展蓝图，拉开高质量发展

的大幕。

2016年，该行启动实施五年战略规划暨

三年发展计划。其中，大零售是杭州银行近年

来战略转型的重点方向。坚持消费信贷、财富

管理、社区金融、金融科技、集中运营“五位一

体”的零售金融发展战略，该行积极推动“场

景伊平台伊体验”的新零售发展模式，零售转型

卓有成效。

2020年是杭州银行五年战略规划的收官

之年。杭州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将进一

步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厚植优势，全面冲刺，

不仅要圆满完成五年战略规划目标任务，而

且要为新一轮转型发展开辟更大空间，积蓄

更大动能，锤炼更好本领。 (王迎 胡海英)

江苏东胡集镇72岁老人徐敏章

当好法治宣传员 精耕和谐“责任田”

杭州银行
助力民营小微企业战略转型突围发展

遗失公告
四川省工商局 2008 年 07 月 17
日颁发的注册号为 51000000006
6901 的四川建园投资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2020 年 4 月 1 日

●成都勤佳艳建材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0MA61TMJK17）遗
失作废。
●巴中艾尼装饰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1902MA63QXXC0D）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星月绿洲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正本 1
本、副本 2 本），编号：（川）JZ 安
许证字【2016】001976，有效期：
2016 年 12 月 05 日至 2019 年 12
月 05 日，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宝瑞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0MA62MJFP1G）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成华区筱禾田糕点烘焙店公
司遗失成都市成华区行政审批
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核发日期：2019 年 10 月 22 号，

许可证编号：JY15101080117529，
声明作废。
●声明：李春飞遗失成都融辉桥
宇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半岛云
著项目（二批次）9 幢 6-406 收
据，票号：NO.0007099,金额 4574
80 元；票号:NO.0007098, 金额
50000 元；以上张收据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三里泉酒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82MA67
9Q450G）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债务。
●本人于 2020 年 03 月 31 日，

因他人原因导致第二代身份证
电子版信息被泄露，姓名为沈
斌,号码为 512901197303130013。
现本人郑重声明，以上泄露的第
二代身份证电子版信息自泄露
当日起，但凡不是由我本人签字
的身份证电子版或者截图均不
能用作身份证明以及其他行为；
非我本人签字的身份证相关的
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法律责任
或经济损失本人一概不负责！特
此严正声明！如有单位或个人
发现有人持此身份证电子版或
者截图从事违法活动，请提高
警惕以防给您造成损失，并立
即报警！

便民服务
律师提示：本刊仅为供需双方提供信
息平台袁 所有信息均为刊登者自行提供遥
客户交易前请查验相关手续和证照遥本刊
不对所刊登信息及结果承担法律责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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