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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商务部发布了《2012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
析报告》。根据《报告》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药品流通行业销
售总额首次突破万亿元，达到 11174 亿元，同比增长 18.5%。
同样是在 5月 30日，国际快递巨头 UPS的杭州医疗保健仓储
中心正式运营。随着国内药品流通行业的市场规模的不断增

长，药品流通市场成为国际流通巨头的新目标。

UPS进驻国内市场正是新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简称“GSP”）实施之际。今年 6月 1日，新版 GSP正式施行，
这一新规对流通环节药品质量风险控制能力提出了更为严格

的要求。行业内人士指出，新版 GSP的实施将促进行业的整
合，提升行业集中度，这就意味着有大批的中小型不合格企业

面临淘汰危险。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执行会长付明仲在 2013中国药品流
通行业资本论坛上表示，国际上的跨国公司，特别是美国国际

上的大牌流通企业，看准了中国的医药流通业，进入中国的市

场步伐会加快。“国际药品流通企业进入中国的步伐在加快，

国际化竞争序幕拉开。”付明仲认为。

“但是 UPS作为第三方物流企业进入中国，对国内药品流
通企业的冲击可能不会太大。”长城战略咨询项目经理潘晓文

表示，国际快递巨头进入中国，可以为国内药品流通企业提供

更多的医疗解决方案，在供应链等方面产生互补关系。“事实

上，第三方物流企业与国内药品流通企业的服务对象是有所

区别的。UPS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外资企业，从目前国内药品流
通企业的发展规模和服务对象来看，竞争冲突并不明显。”

潘晓文指出，要有区别地对待外资流通巨头。“从本质上

来看，UPS属于第三方物流企业，与医药流通企业有一定的区
别。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主要业务还是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而

国际医药流通企业，例如卡迪拉、联合博姿等企业与中国本土

企业的战略合作，则可以更好地提升中国药品流通企业的管

理水平、信息化和产业集中度。”

尽管面临的政策风险尚不明确，

出租车打车软件带来的支付、O2O 领
域的互联网福利，还是吸引了互联网

企业的敏锐嗅觉。近来，打车软件拿

到了阿里、腾讯千万美元级别的投

资，还与支付宝、去哪儿网等企业达

成了战略合作。

多位行业人士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以往出租车行业结构比较

简单，就是出租车公司、监管部门、司

机和乘客。而以打车软件为切入点，

很多互联网企业都可进来，出租车公

司的话语权将会明显被稀释，甚至监

管部门也不得不有所顾虑。

切入出租车支付

日前，支付宝与快的打车达成战

略合作，通过嵌入打车软件为乘客提

供支付服务，还为司机提供乘客爽约

的担保服务，乘客一旦爽约将面临被

扣除定金的损失。

在艾瑞咨询分析师王维东看来，

支付终端看中的是出租车每年的现

金流量。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约有 110
万辆出租车，一天整个出租车市场的

收入是 7亿元左右，一年出租车收入
将近 3000亿元。哪怕是其中的 1%，
都将会给支付企业带来不菲的服务

费和利息收入。

此前，从杭州 V车队出租车司机
自发使用支付宝开始，已有 18个城
市的出租车司机尝试这种收费方式。

只要乘客使用支付宝手机客户端扫

描司机的支付宝二维码，识别司机的

支付宝账号，输入相应金额，即可付

款。比起传统现金支付，没有假钞、无

需找零。

“支付企业一直在尝试出租车支

付，无奈出租车公司不合作，只能从

司机和乘客端慢慢积累，发展得比较

慢。如今，打车软件迅速发展，就直接

充当了支付企业拓展出租车支付的

渠道商，还能发挥比较擅长的支付担

保作用提高乘客违约的成本。”王维

东分析认为。

拓展增值服务链

在支付宝结盟快的打车的同一

日，另一家在线旅游巨头去哪儿网也

宣布了与嘀嘀打车、摇摇招车的合

作，为用户提供接机和送机服务。随

后，去哪儿无线又发布新版本，新增

出租车送机服务，正式接入嘀嘀打车

和摇摇招车两款打车软件。

“我们为用户提供在线叫车供应

商选择，他们为去哪儿用户提供增

值服务，双方更多的是一种资源共

享，暂时不牵涉到利益分配。未来还

将进一步开放打车平台，吸引更多

的打车软件入驻。”去哪儿无线增值

业务总监李乔对《中国企业报》记者

说。

李乔还说，与打车软件的合作仅

仅出于用户需求的考虑，政策对于打

车软件的监管属于正常现象，一个新

生的行业确实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

说加价的问题，政府的监管实际上也

是在引导，去哪儿网此次与打车软件

合作也是主张“零加价”。

需要指出的是，去哪儿网与打车

软件的合作仅限于出租车送机业务，

而且是一种免费的增值服务。未来随

着市场的成熟，不排除有越来越多行

业利用打车软件为用户提供增值服

务，并能够为自己和打车软件从中取

得收入。

O2O金矿?

“O2O一直被认为电商行业乃至

整个互联网行业下一个金矿，团购、

地图、电商等企业都在做，至今还没

有明确的思路。由于与时间地点的紧

密联系，打车软件的出现，无疑给互

联网 O2O带来了新的灵感。”电商行
业观察人士、科通芯城营销总监刘宏

蛟说。

早在今年 4月，打车软件被阿里
和腾讯投资的消息就不胫而走，目前

还没看到具体的合作方式。地图作为

O2O 服务的积极倡导者也是不甘落
后，百度、高德相继宣布为打车软件

提供 LBS开放平台的定位、地图等服
务。

一位打车软件企业人士透露，作

为典型的 O2O项目，打车应用不仅需
要技术团队，更要整合线下资源，后

者的门槛尤其要高。阿里、腾讯的团

购，以及百度、高德的地图，在本地生

活领域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双方的结

盟充分弥补了打车软件的这一短板。

“互联网巨头的结盟对于打车软

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仅通过资

本注入暂时缓解了打车软件烧钱问

题，还通过 O2O的发展为打车软件找
到了可期待的盈利模式，为打车软件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契机。”这位企

业人士还说。

价差高企 棉纺行业陷生存危局

“明年棉纺企业面临的可能不是

关停并转，而是可能关停并死的问

题”。广东清远德泰纺织实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陈姣兰在不久前举办的中

国国际纺织原料市场会上表示。

“我们现在只能熬着”，陈姣兰告

诉记者，“虽然开工率在 100%，但就
是不盈利”。

据了解，像广东德泰这样年产 5
万锭的中小企业普遍遭遇生存危机。

棉纺企业陷生存困境

国内外棉花差价倒挂、进口棉大

肆冲击国内棉花市场、棉纺企业生存

陷困局等问题正严重影响着中国棉

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业内普遍呼

吁，通过棉花直补等措施建立市场化

的棉花定价机制。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王天

凯透露，2012年关闭的中小企业绝对
不止 1000万锭。
棉纺企业的停产也令中国最大

棉花种植地面临失业隐患。“目前，新

疆地区棉纺织业隐性失业人数近 3
万人”，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会长朱

北娜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目前对棉纺行业最主要的困难

还是棉花差价问题，而首先受冲击的

就是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王天凯

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

“近几年来，纺织行业发展迅速，

进步也很快，但中小企业以这种方式

关停，非常可惜。”朱北娜认为。

她分析，目前国内棉花价格超过

19000元/吨，与进口棉花的价差达到
4000 至 5000 元/吨，去年更是达到
6000元/吨，这种情况下，企业没有竞
争力，成品没办法消化。

据介绍，棉花几乎占到棉纺织企

业总成本约 7成，如使用国内棉纺纱，
每吨成本平均高出三千到四千块。

因此，大量企业转向购买进口棉

纱。据统计，去年我国棉纱进口量达

到 153万吨。今年，这一局面继续呈
上升趋势。据海关数据显示，今年 1—
4月我国棉纱线进口持续高增长，进
口 64.8 万吨，增长 51.3%；金额 20.9
亿美元，增长 48.4%。其中 6成进口棉
纱线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

棉纺企业要想进口棉花也并非

易事。目前，我国实行棉花进口配额

3：1制度，即买 3吨国产棉，可以拿到

1吨进口棉。对于配额份额较小或没
有配额的中小企业而言外棉也难觅。

事实上，面对现实的困境，大中

型棉纺企业的日子也不那么好过。

安徽华茂董事长詹灵芝称，自己

在纺织行业从“打工妹”干到现在的

“打工婆”。在纺织行业浸染 30年，詹
灵芝对记者大倒苦水：“不好意思说

我们现在盈利多少，不是太多，而是

太少。”作为老牌纺织企业，华茂曾创

下连续 39年盈利的历史。
具有 100万锭规模的华润纺织

（集团）有限公司也面临同样问题。

“订单是有的，就是没利润，勉强活

着”，华润纺织副总经理狄慧表示。

除久高不下的棉价差，棉花质量

也是棉纺企业的一块“心病”。

狄慧透露，国产棉花“三丝”问题

严重，棉花中混合了各种杂乱的纤

维。与其有同感的陈姣兰称，“‘三丝’

问题导致企业无法做具有高附加值、

高档次产品”。

朱北娜认为，国产棉质量不达

标，根本原因是国产棉没有分级制

度，优质棉和低质棉混用，导致了整

体棉花质量水平的下降，要解决该问

题，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

同时提高棉花种植大规模机械化水

平。

业界呼吁
加快棉花体制改革

由于国内棉花价格受政策主导，

部分企业直言“棉花回到计划经济时

代”。棉花已成为牵动整个产业链的

“心结”。业内普遍呼吁，尽快推动棉

花体制改革，建立市场化运行机制。

据了解，2011年，由于国内棉价
从暴涨到暴跌差价达每吨 1万元，为
保证棉农利益，我国于 2011年起实
行收放储政策进行托市。与此同时，

国际棉价不断下跌至 1万以下。国内
外棉花价格倒挂现象日益突出。

业界对棉农实行直补政策的呼

声也越来越高。2013中国国际纺织原
料市场会议上透露的信息显示，棉花

直补可能成为棉花市场化机制改革

的一个突破口。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高

勇表示，经过两年多的呼吁，棉花直

补政策已有所松动，十几个涉棉部门

已统一思想，认为给棉农直补是可行

方案。

“目前所有棉花政策建立在保护

棉农的基础上，如果实现为棉农进行

直补后，在保障棉农利益的同时，现

行的收放储、滑准税和配额制度都可

以放开了。”高勇在上述会议上表示。

让棉花后端的产业链全部走向

市场，利用市场之手调节棉花供需成

为业内普遍共识。

棉花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

世滨表示，由于整个棉花产业链较

长，涉及农业、工业等十几个相关部

门，因此完全市场化的棉花体制改革

仍需时日。

多途径度过“困难期”

杨世滨透露，棉花直补政策最快

也要在明年开始启动，到执行阶段

尚需 2年左右时间。
“面临目前的困局，在中短期

内，棉纺企业除了做产品开发没有

更好的办法。”杨世滨补充到。

事实上，一部分棉纺企业已经加

大调整产品结构力度。据江苏大生集

团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今年，该公

司已将纯棉品种进一步压缩至 10%
以下，将纤维素纤维提升至超过

90%。
据詹灵芝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目前公司已经在积极与国际企

业接洽合作，延伸产业链，向面料环

节进军。“虽然很辛苦，但即便是在

棉花体制放开的环境下，提高产品

附加值也是产业发展趋势”，她认

为。

“棉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还

应加大技改力度，精耕细作，严把质

量关。”美尔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赵国权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同时，他认为，棉纺企业还应关

注对冲机制，降低一定企业风险。

“对于现在的棉纺企业，求生存、熬

着是关键问题”，他解释。

“很多企业认为期货是‘赌博工

具’，但事实上棉纺企业应该利用套

期保值形成对冲机制”。

“虽然在以政策为导向的棉价

机制下，棉花期货市场处在温和状

态，但对于正在论证上市合约的棉

纱期货，棉纺企业可以多关注、多

了解合约规则，积极形成适合自己

企业的套期保值方案。”赵国权表

示。

政策风险难抑打车软件入场冲动

药品流通业首破万亿
外资企业眼红

本报记者 赵雪

棉花直补政策最快也要在明年开始启动，到执行阶段尚需
2年左右时间。而新疆地区棉纺织业隐性失业人数近 3万人。

上午还在联系催促交付施工图的事情，晚上一个电话过

来，一个金矿项目就这么暂停了，且没有复工时间表。

一家大型矿业企业中层朱先生很是“郁闷”，“怎么没想到

这么快，一座金矿的施工图都做得差不多了，说停就停，我们

这一大堆人吃什么。”朱先生告诉记者。

一家做矿业的央企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今年有色行业很

不景气，估计没奖金可发了。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总裁周中枢此前在一个矿业论坛上表

示，下半年大宗商品将维持弱势震荡的格局，矿业的低迷仍将

延续。而造成这种市场走势的原因在于量化宽松政策对金属

价格的影响减弱、全球经济低迷导致供需失衡。

一项并不乐观的数据显示，目前相对于 2010 年底，全球
主要矿业公司市值下跌幅度一般达 30豫至 40豫，2012年世界
大型矿业公司净利润较 2011年下滑 40豫至 80豫。

夏日的“寒流”

往年的这个时候，朱先生应该奔波在各个矿山之中，现

在，朱先生正看似“悠闲地”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喝着茶。

“好几个项目，施工图都进展到一半，好多大型设备都已经

订货，土建都已经开始施工了，说停就停了。”朱先生告诉记者。

对于日子难过的描述，朱先生欲言又止，“公司有一大半

的人都歇了，无法预估今年的产值，但手里确实没几个项目，

按照公司会议上的词语，说法是今年上半年产值特别低。”

矿业的低迷在股市上也反映了出来，6月 20日，有色金
属板块午后跳水，截至当日下午两点多已经跌 3%，跌幅居前，
个股方面，金瑞科技大跌 9%领跌，西藏矿业跌 6.16%，盛和资
源跌 5.84%。

秦皇岛一家铁矿石生产企业董事长马先生境遇更为悲

惨，因为前几年矿业赚了钱，把资金投入到了房地产领域，随

着房地产调控的增强，在河北省的几个楼盘成交量惨淡。

钢铁行业的低迷，让铁矿石也失去了市场，中国钢铁工业

协会最新数据显示，6月 10日至 6月 14日，国产铁矿石平均
价格为每吨 870.08元，比前一周每吨下降 5.49元；进口铁矿
石平均到岸价格为每吨 125.63美元，折合人民币含税价格每
吨为 905.54元，比前一周每吨下降 16.99元。有专家认为，铁
矿石价格还将延续下行的走势。

马先生的矿山已经处在半关停状态，马先生说，钢厂使用

进口铁矿石的比例在逐渐加大，对国内矿不感兴趣。

在与记者交流时，马先生让记者帮忙问问有没有人愿意

收购他的铁矿石资产。“就算赔点钱，也要卖出去。”马先生说。

而在两年之前，马先生还曾想利用铁矿实现上市。

世界大型矿业企业的全线收缩从侧面印证了矿业行业的

不景气。力拓在 6月 13日刚刚将其在美国的优质镍矿以 3.25
亿美元出售给伦丁矿业公司，业内人士认为，这一价格相对矿

山价值偏低。此外，有媒体称，未来几年内，必和必拓还将剥离

高达 350亿美元的非核心资产。铁矿石生产商巴西淡水河谷
则已聘用美银美林，帮其出售位于澳大利亚的两处煤矿资产

的少数权益。淡水河谷最新财报显示，2012年净利润为 48.6
亿美元，较 2011年大幅下降 74%，创 2004年以来最差年度业
绩。 （下转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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