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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本考量 自营物流转型大势所趋

中国快递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达瓦曾表示：“自建物流往

往会造成资源浪费并使成本抬高。社会化、市场化的物流服务，

能充分利用资源，降低成本，这是一个大的方向”。

“在产品的利润率能够得到充分保障时，企业对于物流成

本并不会有过多的考量，自营的物流体系只要能保证产品的供

应就完成了任务。而当行业的利润率趋于稳定时，企业就会开

始考虑物流成本的控制，自营物流系统管理的粗放和成本控制

的不力的缺点就会暴露出来，一部分企业就会考虑将自营的物

流开放，逐渐独立成第三方物流公司，以此来提高效率，降低物

流成本。”上海广德物流副总经理徐政新说。

凡客自建物流如风达近年来的轨迹也证明了徐政新的观

点。2011年，作为凡客自建的物流公司如风达就开始开放物流
系统，为转型为独立的第三方物流公司做好准备。到 2013年，
如风达的规模已扩大了 40%，日均订单量达到了 20万单，高峰
期的日单量更突破了 40万单，而开放后的配送成本比以往下
降了 20%左右。如风达执行总经理邓彬也曾表示，自建物流转
向社会化是大势所趋。

而物流基建的巨大成本投入，也让一些企业在自建物流满

足体系内货运需求的前提下，乐于将过剩的物流资源社会化，

以缓解物流成本的投入压力。

苏宁 2013年度半年报告中显示，目前苏宁 2014年预期可
使用的物流基建项目就有 5个，覆盖了包括长春、福州、武汉等
全国诸多枢纽城市，项目投入金额总计约 9亿元左右。而在 12
月刚举行完奠基仪式的苏宁上海奉贤地区的物流中心，投入总

金额就达到了 11亿元。
“苏宁将自建的物流系统社会化，一方面是将物流市场作

为一个新的盈利增长点，另一方面是通过充分利用自身的物流

资源来降低自身的物流基建成本压力。”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上接第七版）

事实上，作为电影艺术和产业发展最具潜力的国家，中国电

影市场近年来的迅猛发展是世界予以重视的关键。根据国家广

电总局电影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全国电影票房已达 170.73亿
元，与 2002年 9.2亿元票房数字相比，短短十年增长了 18.5倍，
创下历史新高。而随着电影产业迅猛发展，全社会对投资电影的

热情也持续高涨。截至去年年底，全国银幕数从 2002年的 1845
块增加到现有的 13118块，增长了 7.1倍。
“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不仅对于加拿大，对于整个北美来说

都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这也是本届电影节将中加影视大道剧

本竞赛放在如此显要位置的原因之一。”惠斯勒电影节和加拿大

中国电影节的中国区负责人何笑梅说，“参加本届竞赛的选手热

情都非常高，他们对中国很感兴趣，也非常希望通过电影节这个

平台，能够与中国的电影人士来进行合作。因此，当我们最后宣布

三个获奖作品时，现场气氛很热烈，很感染人。”

来自摩纳哥国际电影节获奖影片《女人如花》的国内导演赵

治平，作为中方评委参加了本次竞赛的评选工作，他表示，“这种

交流方式很值得提倡，它一方面促进了国外对中国的了解，另一

方面也将提升中国电影制作团队的创作能力，拉近中国电影在

创意、构架和制作方面与世界的距离。”据了解，曾担任过好莱坞

影片《大海啸之鲨口逃生》中方导演的赵治平对于与外方的合作

非常认同，他认为在中国电影还轻易不能被世界所接受的情况

下，“合拍”不啻为一种相互磨合了解的手段。

影视市场被不确定因素所左右

显然，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潜力已经无人可以小觑，就连

一直不肯走下神坛的卡梅隆也在 2012年来到了中国，但这并
不表明中国的电影产业就没有问题了。2012年，中国成功拿
下 170亿元的票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但这之
中，有一半以上的票房被进口片所占据，国产片只拿到了 82.73
亿元的票房。

不仅如此，即便是 2012—2013年间那几部票房过几亿、十
几亿的国产片，虽然代表了华语电影人新势力在中国的崛起，但

在国外的知名度也非常低。赵薇的《致青春》在中国豪取 7亿元
票房，在美国票房只有 9990美元；郭敬明的《小时代》在美收入
为 1.2万美元；而贵为国产电影票房最高纪录保持者的《泰囧》
在美国的票房只有 5.7万美元。显然，中国电影“走出去”的能力
还很薄弱，与国际电影的主流形态存在着较大差距。如何提升国

际竞争力，仍然是未来中国电影面临的一大考验。

胡波，这位与李安导演是纽约大学昔日同窗的国际电影人

士，这些年来一直穿梭于好莱坞、温哥华与北京之间。谈到对中

国电影市场的看法，胡波表示，在影视产业方面应该加强一些深

层次的合作，提高影视创意水平并加强相互间的沟通，逐步让世

界接受我们。“关键还要抓住机遇，在文化输出与合作方面，我认

为政府和行业方面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胡波说。

江苏汇金投资控股集团副总经理沈宪对本次电影节中所重

点举办的中加剧本竞赛单元持赞赏态度。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

的与世界沟通交流的机会，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让那些之前对中

国不太了解的人了解中国。因为电影是个综合艺术，人们不仅可

以品味故事，更可以从中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而中国作为一个

新兴大国，目前急需把自己的传统文化传扬出去。他说，汇金集

团将影视作为投资的一个领域，也是希望借由这种文化传播手

段，来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以及企业文化。

沈宪同时指出，不可否认的是，眼下的国内影视市场有些过

于浮躁了，主流思想经常被一些不确定因素所左右，喜欢跟风，

更喜欢急功近利，整个影视业不但被过度娱乐化，还丧失了很多

传媒业对社会责任的担当，虽然作为市场而言，盈利永远是第一

要务，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我认为传播一些社会的正能量

也是责无旁贷的。

近期，上海、山东等地陆续有媒

体爆出，酒店业的“年会经济”沦为惨

淡———这是自去年 12 月 4 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八项规定”、

限制“三公消费”后，酒店业持续低迷

的又一体现。

“根据公开数据测算，中国酒店

业景气度 2013 年一季度同比下降
13.44%，二季度同比下降 8.84%，三季
度同比下降 8.49%。”华美酒店顾问有
限公司首席知识官赵焕焱告诉记者，

“其中值得注意的，一是 2013年 1至
9月的酒店业全部同比下降；二是同
比下降的幅度在逐步收窄。”

“今年大家整体是困难的。”重庆

美尔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夏子

帆表示，“但我认为酒店业是在度过

‘回归市场’的阵痛。这是黎明前的黑

暗。”

从公务消费到散客市场

今年 10月以前，夏子帆还是深
圳水都假日酒店分公司的常务副总

经理，她对这家酒店今年的表现称得

上满意。“2012年底相关限制‘三公消
费’政策出台后，我们很敏感的。”夏

子帆说道，“当时我们就开始调整经

营模式，偏向了商务以及婚宴等消费

方式。”

这几乎是被迫的选择———2013
年 10 月 16 日，开元集团在香港透
露，其餐饮业务中公款消费的占比由

以前的 15%跌到 2%至 3%———类似

的降幅在很多酒店都曾上演，而“自

救”之道也是五花八门。

“上海的海上阿叔徐家汇店原来

清一色中高档餐饮，现在拆分二楼

转为做上海风味的茶餐厅，开始走

简餐、快餐化路线，三楼做私房菜，

走精致、个性化的路线。”赵焕焱表

示，“转变后二楼的人均消费从原来

的 300 元降为 80 元，但客流翻了 3
至 4 倍，因此总营业额上升了 30%
至 40%。”

扩大婚宴、生日宴、私人宴、茶点

等消费；推出个性化服务和采取团

购、新型营销措施———这是赵焕焱总

结出的“高档酒店餐饮转型的几个步

骤”。他认为“三公消费”的紧缩，促使

了酒店进行经营结构的调整。

“酒店的营销将重点过多放在政

府部门，特别是一些较不发达地区的

星级酒店的收入更是过多依赖政府

部门的公务消费，这是非常不正常

的。”赵焕焱告诉记者。当然，在利润

丰厚的时代，这种“不正常”被全行业

默认了。

而能够避开公务消费紧缩冲击

的酒店，今年的日子并不难过。“我们

今年的营业收入，同比有小幅度增

长。”北京旅居华侨饭店总经理程立

为表示，“因为我们主要接待外宾，而

且主要做旅游和商务市场。”

“酒店光靠公务团来拉动业绩的

时代已经过去，高端散客市场才是酒

店开源的重点。”赵焕焱强调。

政府“角色”的隐去？

“以单价的下降，换取总营业收

入的提高是转型的办法之一。”赵焕

焱告诉记者，今年有很多酒店是这么

做的。从公务消费到大众散客消费，

似乎这是一条“必由之路”。

“降价，只能说是权宜之计。”程

立为认为，“现在酒店的人工、能源成

本日趋增加，如果只是降价必将牺牲

服务的品质。这与我们客人的期望是

不相符的。”在这样的思路下，北京旅

居华侨饭店今年甚至上调了部分产

品的价格。

“其实酒店业内的普遍降价，在

‘三公消费’刹车前就开始了。”夏子

帆表示。

据赵焕焱提供的资料显示：2012
年餐饮行业增速明显放缓，除 2003
年非典型性肺炎影响外，2012年全国
餐饮收入创下了自 1991年来的最低

值。2012年全国餐饮收入实现 23448
亿元，同比增长 13.6%，增速比上一年
下滑 3.3个百分点，且连续三年低于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

而这源于酒店业近年来的持续扩张，

导致的“供过于求”。降价，相当于一

场业内的价格战。

这与“公务消费”背后的深层内

涵，息息相关。

“前几年很多政府招商引资，‘给

地’的附加条件就是建一个五星级酒

店、搞所谓的城市综合体。”迈点网特

约评论家方世宏表示，“开发商注重

拿到手的利益不是靠酒店运营来挣

钱，他们注重的是投资酒店带来的其

他方面的回报。”

对于这一点，夏子帆表示认同。

“类似的还有就是完全依靠政府关系

才去开酒店的经营者，他们都是酒店

业内的‘投机者’，而不是投资者。”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这就是酒店

业大扩张的根源———而关于之后的

恶果，上海星硕酒店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首席咨询官袁学娅为记者举了个

例子：“安吉一个 20 万人口的县城，
将要开业的五星级酒店会有六家。太

多的增量酒店要面世了！”

“供过于求导致了酒店竞争的无

序，最后只剩价格战一途。”夏子帆表

示，“如今公务消费的萎缩，可以说令

酒店业雪上加霜。但这同时也代表机

会出现了。”

行业内洗牌已经开始

“今年以来，有很多酒店老板都

在跟我打听，能不能找到人来接手酒

店。我的感觉是，行业内的洗牌已经

开始。”夏子帆说道。

这个“感觉”也越来越接近事

实———在近期上海锦仓文华、华亭宾

馆、苏州竹辉等酒店卖掉转为 office
等事件出现后，袁学娅抛出了“明年

至少几十家酒店会被卖掉”的观点，

结果得到了业内多位人士的赞同。

“这意味着很多投机者将会出局，

而投资者将会更加谨慎。”夏子帆说

道，“大家将会理性很多。”赵焕焱的看

法与之相似，他对未来酒店业趋势的

一大研判是：酒店投资主体从政府、国

企、房地产企业转向机构投资者。

在夏子帆看来，“公务消费”遇冷

恰似一根杠杆，它撬动了中国酒店业

“不正常”发展的根基———“中国的酒

店这些年一直处于‘公务消费’的畸形

桎梏中，它整体的经营管理原则与国

际上是脱轨的；当我们回归市场本身

后，才发现自己有那么多的局限性。”

“我相信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开

始。”夏子帆表示，“比如曾经的大扩

张导致很多管理人员素养跟不上、无

法开拓政府之外的客源；之后酒店运

营人才的竞争将会真正开始，懂酒店

的人才能做好酒店。”

而更重要的，也许在于酒店服务

的本质将会回归———找准自己的消

费者，并且满足他们———就像程立为

和他的北京旅居华侨饭店一样。“因

为各种服务与产品的打造初衷，我们

内部规定是不接待国内旅游团的。”

程立为说道，“我们今年涨价了，但客

人依然是接受的。”

以价换市 酒店集体转型散客市场

过度娱乐化
拖累影视业海外市场

餐饮业净利润跌幅达七成 酒店触网自救

岁末年初原本是高档饭店、酒店

年会预订的高峰期，往年每到这个时

间段，那些拥有住宿以及规模会议接

待能力的温泉酒店、星级饭店都是一

房难求。而今年，原本是大饭店年终

发力的火热季节，却遭遇到了一场罕

见的“年会”寒潮，大部分企业年会预

订量大幅下降。

预订减少酒店无奈价格战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联系了

北京市的多家星级饭店、度假村，各

企业均表示受中央“反四风”等政策、

规定的影响，2013年国企年会大幅减
少，很多曾经的老客户向他们表示，

“要落实中央精神，年会停办”。

位于王府井大街上的一家老牌

五星级酒店的宴会销售经理李先生

向记者坦言，过去不少大型国企或机

关都是他的客户，往年一进入四季度

他都很忙，最紧张的时候在一个时间

段内要接待三场以上的年会。但由于

今年中央出台了几项反对浪费的规

定，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老客户来酒

店订年会。

随着政府、国企、事业单位的年

会取消和年会预算缩减，高端酒店的

年会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一家酒店的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不仅是政府、

国企的年会订单明显减少，很多企业

即使还要组织年会，预算和投入也减

少了很多。由于需求减少，高端酒店

间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想要在年

会市场上分一杯羹，难度的确越来越

大。不仅订单数量下滑，最令这些高

星级酒店“痛心”的还是利润的缩水。

据业内人士介绍，今年北京高星级酒

店因为抢夺年会市场，甚至打起了

“价格战”。

不少星级饭店的工作人员向记

者表示，2013年物价、运营成本都在
涨，但宴会的价格却在下降。位于朝

阳区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员工称，

“2012年我们是 650元一位，加 15%
的服务费，今年是 588 元一位，加
15%服务费”。

而另一家五星级酒店的销售经

理则表示，“我们 2012年年会标准人
均 300—400元左右，今年预计下降
近一半。”该销售总监同时还向记者

表示，酒店之间的价格战已经暗中存

在，例如按惯例每位 15%的服务费，
别的酒店不收，他们也不会收，但他

也坦言这样拉低价格争抢客源，对利

润会造成很大冲击。

中烹协副会长边疆表示，中高端

餐饮在大众消费群体中具有合理的

消费需求，获得了超过 80%的工薪阶
层的喜欢，以往年根底下靠年会提升

业绩的酒店不妨多挖掘一下“大众消

费”。

高端餐饮触网接地气

按照中国烹饪协会给出的统计

数据，2013年前三季度全国餐饮收入
18178 亿元，同比增长 8.9%，增速比
2012年同期下降 4.3个百分点，而限
额以上餐饮企业收入 5842 亿元，仍
处于负增长状态，下降幅度 1.8个百
分点。个别企业的营业利润和净利润

同比下降都在 45%以上，有的甚至达
到 70%。对此，边疆说，政务酒宴订单
减少是高端餐饮低迷的最直接原因，

“以公款消费为主的高端餐饮业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高端餐饮企业都将经

历痛苦的转型期，在此过程中，也会

出现更多的关店潮。”

中国饭店协会副秘书长张正雄

认为，餐饮业本就是一个金字塔，

高端消费永远存在，但大众消费是

基础，即使没有厉行节俭的“国八

条”等，餐饮业也面临重新洗牌，

“挤掉泡沫后，留下来的都是精

英。”

2013 年是中国餐饮业尤其是
高端餐饮业困难的一年，这也令餐

饮业人士思考如何适应市场的问

题。广州地区饮食行业协会秘书长

符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很

多高端餐饮业的人士开始注意到，

真正支付得起高端消费的人群没

有那么多，高端餐饮的门店扩张也

不应该有那么多。”他估计，以广州

地区饮食行业协会会员单位的情

况看，超过九成的高端餐饮企业已

向大众化餐饮过渡，方向很明确；

同时定位中端的人均消费大约在

150 元以下的大众化餐饮则受到消

费者的追捧。

除放下身段转型外，为了拉动消

费，从 2013年初开始，不少餐饮企业
就推出了很多方法，包括团购、微博

微信等方式，如俏江南、眉州东坡、小

南国等高端餐饮企业正在借助 O2O
推进餐饮互联网进程。对此，中烹协

的统计数字显示，其中团购收效明

显，有的企业三季度团购收入甚至同

比增长了 100%。餐饮企业竞相推出
的外卖外送业务整体收入也同比增

长 30%—40%。
早在 2012年初，俏江南就正式

触网。2012年 3月，俏江南入驻窝窝
团，首次尝试网上用户向线下实体店

引流，虽然触网之路走得并不顺畅，

甚至曾一度关停了团购服务，但俏江

南继续从微博、微信等方向，积极寻

找新的路径转型。

今年“双十一”，小南国正式入驻

天猫。小南国总裁康捷表示：“小南国

之所以选择在天猫商城开设官方旗

舰店，正是因为看到了其大流量的

B2C 平台优势以及中国电子商务市
场的巨大潜力，小南国将以积极的心

态拥抱互联网电子商务。”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曾经被认为

是拯救餐饮业法宝的微博微信、企业

APP 在宣传和增收方面的效果却不
尽如人意。记者从中烹协的统计发

现，重点餐饮企业中，超过一半的企

业都认为微博微信取得的宣传增收

效果一般，而且目前仅有 27%的企业
推出了 APP服务。

第三方服务占比仅 2%
自营物流社会化进程加速
（上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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