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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艺）5月16日，由市商务
委支持，西部餐饮创投、有赞（重庆）、孟非新零售
等主办的2018中国·重庆“食界”新零售峰会在
渝举行。与会嘉宾们讨论了重庆餐饮食品行业
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并探讨了如何借助“新
零售”，提升重庆美食知名度和影响力。

“大家都知道重庆小面、重庆火锅，但要说出
一个具有全国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小面、火锅品
牌，却很难。”西部餐饮创投相关负责人认为。

孟非说：“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自己做了两件
有意义的事，一是主持非诚勿扰，另一个就是创
办了孟非的小面，让重庆小面更有影响力。”他建
议，重庆的餐饮食品企业应抱团发展，共同推广
重庆独特的“麻辣文化”，让重庆美食形成更大的
影响力。

那么，重庆美食该如何做出有影响力的品
牌？

当前，部分重庆餐饮食品企业正积极拥抱互
联网，寻求发展。“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动重庆餐
饮食品业线上线下互动发展，同时特别注重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的赋能作用，推动实体店转型升级
和商业模式创新。”市商务委副主任廖红军介绍。

而随着“新零售”模式的到来，有望成为餐饮
食品行业创新突破的新风口。

据悉，“新零售”的实质是依托互联网，运用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商品的生产、流
通和销售过程进行改造升级，通过重塑零售生态
和业态，实现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和智慧物流的
深度融合。

“通过数字化再造，将逐步形成更高效的实
体零售与虚拟零售无缝融合，丰富零售的体验。”
西部餐饮创投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公司正着
力发展“孟非新零售”，通过产品工艺技术的革
新、供应链的优化升级、品牌内容的丰富、消费场
景体验的提升，多维度立体化地构建“孟非新零
售”模式。

会上，孟非还透露了孟非的小面接下来“新
零售”发展计划，如将在重庆开设实体店，并通过
线上线下创建孟非的麻辣零食生态圈、孟非的麻
辣零食体验馆等，进一步推广重庆“麻辣文化”。

孟非小面转战“新零售”
打造重庆麻辣文化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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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品会与京东在跨境电商领域的
合作正纵深推进。

5月11日，在唯品会于韩国首尔举
办的时尚美丽之旅活动上，唯品会首次
对外展示其跨境电商全景布局和实力，
并透露与京东的战略合作新进展——
双方将瞄准跨境电商市场，在供应链和
海外仓方面进行深入的开放合作。

据悉，唯品会将向京东开放12个海
外仓资源，为京东全球购提供优质的海外
仓储物流服务，共同做大跨境电商市场
规模。目前，已经启动首期英国伦敦仓合
作。与此同时，京东物流国际供应链近
1000条海外运输链路资源将向唯品会
开放。

八大海外自营仓+全球采买能力
构筑合作基石

艾瑞咨询近期发布的《2018年中
国跨境进口零售电商行业消费洞察》显
示，中国进口电商零售市场将在未来几
年平稳增长，进入高质量、快速发展的

重要阶段，跨境供应链建设和正品保障
则是现阶段跨境电商发展的关键要素。

同时，作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跨
境电商已经形成了比较高的进入壁垒，
包括唯品国际、京东全球购在内的
TOP5平台，已经牢牢占据了接近70%
的市场份额，且日益形成规模效应。

随着国内跨境电商走过野蛮生长
期，包括海外仓储能力、供应链水平、全
球采买能力等跨境电商核心竞争力，成
为行业都在努力的方向。对此，唯品会
从一开始布局跨境电商业务以来就致
力于跨境基础设施的扎实布局，4年前
便开始了海外办公室和仓储的布局，目
前已经完成11个海外办公室、18个大
国际货品仓（含海外仓和保税仓）的建
设和运营，地区覆盖法国、澳洲、韩国、
美国等以时尚和品质著称的国家和地
区。这使得唯品会成为国内跨境电商
中为数不多的兼备海外直邮和保税备
货能力、且拥有规模优势的电商平台，
构筑了其跨境业务的核心势能。

跨境基础设施的前瞻性布局，是唯
品国际与京东全球购此次深度合作的

基础，也是双方正合力构建一个具备充
分竞争力的供应链体系，共拓跨境电商
版图的重要前提。

携手共拓跨境事业版图

在上述唯品会于韩国首尔举办的
活动上，唯品会全球战略采购部负责人
王子翠对于此次合作的细节做了进一
步的表述。

王子翠表示，依托前瞻性眼光，唯
品会在2014年开展跨境业务，并坚持
保税备货和海外直邮两条腿走路。同
时，唯品会一直奉行品质第一的信念，
贯彻供应链一体化管理，当前已形成了
一套独有的买手+品牌授权+质检环
节+国内外供应链一体化的100%正品
跨境自营模式。

自营供应链建设的加持，令唯品会
在跨境业务的竞争中优势凸显，这是双
方合作的基础。同时，依托唯品会领先
的跨境基础建设及运营经验，双方可以
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技术领域，探索更安

全、更便捷、更高效的跨境服务模式。
同时，合作带来的规模效应进一

步降低成本。众所周知，唯品会与京
东达成战略合作，很大程度上在于双
方的用户、品类高度互补。在用户组
成上，唯品会近3亿户用户中80%为
女性，京东则是男性用户占比很高。
在品类上，京东最大的优势业务在数
码家电，唯品会的优势业务更多表现
在服饰穿戴、美妆品类，无疑双方有着
极大的合作空间。

此次开放海外仓资源的合作，基
于品类上的互补，可加大唯品会海外仓
利用率、航运利用率，进一步扩大规模
效应、降低货源成本、提升物流效率。

对于后续的合作，王子翠在展望中
提到，唯品会外籍海外买手占比高达
95%以上，并且多数在知名零售百货或
品牌有过工作经验，甚至是在世界500
强服务多年。他们对时尚的敏感度和
对当地文化的天生融入，能真正做到发
掘当地原汁原味的差异化好物。

在实现仓储物流体系的全面打通
和协同后，希望可以就包括采购、营销、

物流、服务在内的全供应链体系共享进
行深度沟通，携手进行供应链再升级，
达成获取最低成本、提升品牌赋能力和
用户体验度等目标。

京东是唯品会非常重要的战略合
作伙伴，双方在流量入口方面的合作已

经初现成效。这一次，双方把合作延伸
向了推动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地带，通
过在供应链和物流方面进行优势互补，
为中国跨境电商发展开拓新路径，将共
同拓展双方的跨境事业版图。

陆丰 图片由唯品会提供

开启海外仓储合作 唯品会与京东携手共拓跨境电商版图

唯品会韩国子公司总经理辛龙山介绍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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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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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位置

江北区石马河街
道南桥寺村砖房
子、裴家湾合作
社、石子山村原李
家湾合作社地块

渝北区大石坝组
团B分区27-1

号宗地

北碚区北碚组团
A分区A79-1/

02等地块

规划用途

原用途

住宅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现用途

住宅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土地面积
（㎡）

原面积

59367.5

30332

90897

现面积

59367.5

30332

90897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筑
规模（㎡）

原规模

311367.26

75830

236648.92

现规模

311367.26

102418.65

270516.9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上
或计容规模（㎡）
原规模

311367.26

75830

193494.2

现规模

311367.26

75830

193494.2

应补交
地价款
金额

（万元）

4601

0

56

原土地使用
权人

重庆光华控
股（集团）有
限公司

重庆绿城致
臻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重庆海宇置
业（集团）有
限公司

调整依据

该宗地系危改安置房项目用地，土地
使用者申请将该项目311367.26平方
米住宅分摊的59367.5平方米土地取
得方式由划拨土地转为出让，补缴地
价款。

根据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
部分用途比例转换；新明确的不计容
建筑面积 26588.65 平方米（车库
22986.5平方米，配套设施3602.15平
方米），不计征地价款。

根据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
用途比例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
33867.98平方米（其中车库30350.35
平方米、设备房1546.59平方米不计征
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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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区两路组团
F81-1号等地块

渝北区两路组团
F65-1号等地块

二类居
住用
地、商
业用
地、商
务用地

二类居
住用
地、商
业用
地、商
务用地

二类居
住用
地、商
业用
地、商
务用地

二类居
住用
地、商
业用
地、商
务用地

122471

279834

122471

279834

306787.8

794638.5

398079.67

872277.69

306787.8

794638.5

306787.8

794638.5

0

4

重庆怡置招
商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重庆怡置招
商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根据规划部门核发的部分《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
涉及部分用途比例转换；新明确不计
容建筑面积 91291.87 平方米（车库
83032.62平方米、配套设施8259.25
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

根据规划部门核发的部分《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
涉及部分用途比例转换；新明确不计
容建筑面积77639.19平方米（其中车
库 71659.58 平 方 米 、配 套 设 施
5794.91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
剩余地价款。

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告
渝地监告字[2018]14号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对以下宗地予以公告以接受社会监督，公告时间为2018年5月18日9:00－2018年5月22日17:00。公
告期结束后，原土地使用权人须在2018年6月5日前缴清应补缴地价款。若有疑问，请与重庆市国土资源利用事务中心联系。电话：
63654101、63654102、63654105（FAX），联系人：朱先生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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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新区大竹林
组团G标准分区
G13-4-2/06、
G14-4/05、

G16/05、G17/05
（部分）号宗地

巴南区D分区
D6-1-1/04号

宗地

巴南区李家沱榆
沙村宗地

九龙坡区中梁山
组团G分区

G35-1-2/05号
地块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商业、
办公、
车库

商业、
车库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商业、
办公、
车库

商业、
车库

224940

6859

3345.91

121448

224940

6859

3345.91

121448

334926

9603

17670.85

68064.41

442347.58

13525.74

17670.85

68064.41

334926

9603

3827.51

19711.29

334926

9603

3827.51

19711.29

173

0

481

1059

重庆龙湖创
安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

重庆华宇集
团有限公司

重庆玉宇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重庆叠彩置
业有限公司

根据市规划局核发的部分《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
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107421.58
平方米（其中不计容车库94302.74
平方米、设备用房5634.81平方米、
架空 3685.11 平方米不计征地价
款），不计容商业1621.88平方米、农
贸市场2177.04平方米补缴地价款。

根据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
部分用途比例转换；新明确不计容规
模3922.74平方米（车库3779.92平
方米、配套设施用房142.82平方米），
不计征地价款。

该项目为经济适用房项目，已部分竣
工验收。现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将该
项目中建筑面积 17670.85 平方米
（其中计容商业1445.63平方米，计
容办公2381.88平方米，不计容商业
3152.60 平 方 米 ，不 计 容 车 库
10690.74平方米）分摊的3345.91平
方米土地取得方式由划拨转为出让，
补缴地价款。

该项目为安置房项目，已部分竣工验
收。现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将该项目
中建筑面积68064.41平方米（计容
商业19711.29平方米、不计容车库
48353.12 平方米）分摊的 12300.69
平方米土地的取得方式由划拨转为
出让，补缴地价款。

X181
56

两江新区悦来组
团D分区D11-
7/06、D14-1/
06、D14-3/05、
D16-2/05、
D16-3/05、
D16-4/05、

D19-3/04、15/
05、17-2/05、

17-4/05、17-5/
05、17-6/04、

18-1/05、18-3/
05号宗地

商业用
地、商
务用
地、二
类居住
用地

商业用
地、商
务用
地、二
类居住
用地

583136 583136 1272487.13 1434355.86 1058664.3 1058664.3 0
重庆葛洲坝
融创深达置
业有限公司

根据市规划局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部分用途比例发生变化，新
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161868.73平
方米（车库147686.8平方米、设备用
房10831.06平方米、架空层3350.87
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

▲ 重 庆 中
国三峡博物馆

▲大足石刻
博物馆

◀重庆自然博
物馆

◀重庆三峡移民
纪念馆 ◀万盛博物馆

◀梁平博
物馆

5月17日9时，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刚一开馆，就迎来了30余名台湾
地区的游客。游客来“网红”重庆游玩，博
物馆已经成为重要的“打卡”地。重庆市文
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7年，重庆各大博物
馆推出精品展览207个，接待观众3002万人
次。今年，重庆的博物馆数量有望突破100家，
品质也越来越高。

参观博物馆有更多选择

5月17日，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在微博
上表示，“八胞胎”即将生产。“八胞胎”指的就
是即将开馆的重庆建川博物馆的8个展馆。

据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近年来
不断优化博物馆布局，着力推动博物馆事业向

专业化、多元化发展。近年来，我市实施国有
博物馆对口帮扶非国有博物馆机制，开展全市
免费开放博物馆绩效考核，形成以央地共建国
家级博物馆为龙头、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和行
业博物馆为骨干、国有博物馆为主体、非国有
博物馆为补充的博物馆体系。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成为西南唯一的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
博物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重庆自然博物馆新馆成为全
国第二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

重庆建川博物馆、龙美术馆、钢琴博物馆

等一批有影响力的非国有博物馆先后落户重
庆，历史、革命、抗战、工业、自然五大博物馆群
基本形成，重庆博物馆类型更加完善。

重庆还加快推进了博物馆总分馆制，巫山
博物馆、重庆师范大学博物馆、开州博物馆等
纳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分馆建设。目前，全
市博物馆总数达95家，今年，重庆工业博物馆
等8家博物馆将建成开放，全市博物馆数量有
望突破100家。

身边的好展越来越多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今年“5·18”国际博
物馆日当天，《风流清逸 萧疏奔放——吉林
省博物院藏“南张北溥”书画特展》在重庆中国
三峡博物馆开展。吉林省博物院院藏精品送
到了重庆市民家门口。据了解，仅2017年，重
庆就推出精品展览207个，接待观众3002万人
次。其中，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革命理想高
于天——中国工农红军标语展》和重庆自然博
物馆《地球·生物·人类》同获“第十四届全国博
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2017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推出《金刚
坡下——傅抱石抗战时期绘画作品展》等原创
精品展，引进《爱的“情书”——潘玉良的绘画
世界》《文明之海——从古埃及到拜占庭的地
中海文明》等国内外优秀展览，《自然的吟
唱：中国花鸟画艺术展》亮相英国威尔士，引
起社会强烈反响；创新开展《画家萧平为您解
读傅抱石的“百亿作品”》网络直播，1.5小时
有46.4万网友参与，火爆度居全国博物馆展
览直播第一位。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开
通“网上陈列馆”，全方位呈现展陈内容，点击
量达300余万次。今年，重庆还将策划推出《千
秋红岩——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陈列》等专题
展览，为市民送上文博盛宴。

通过教育活动感受文明温度

5月13日，万盛博物馆在微信公众号发布
了“上下翻飞掌中舞 活灵活现妙趣生”草编
社会教育活动征集令，让不少人为之心动。开
展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已经成为重庆各大博
物馆的常态。

重庆着力实施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提
升工程，巩固、发展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试
点成果。比如举办小小讲解员培训、白鹤梁研

学课堂、如何复活一只恐龙等一系列特色研学
旅游活动，让更多的青少年领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市还加强研学旅行阵地建设，红岩革命
历史博物馆、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重庆科技
馆被列为第一批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
基地。红岩党性教育基地开展党员重温入党
誓词活动，推出《传承红岩精神 加强党性修
养》等精品课程，让“红岩”品牌更具影响力和
感召力。开展“母城记忆——寻找母城的轮
廓”等社教体验活动，举办“创新驱动发展、科
学破除愚昧”科普日活动及“大熊猫自然与保
护”科普展，让更多市民近距离感受到文明的
温度。

今年，重庆将开展“趣博物馆”研学旅行：
“母城记忆”“汉代故事”、公众考古走进考古现
场、大足石刻传统文化教育体验课程、北碚区
弘扬传统文化研学旅行等教育活动。

这样的博物馆“平易近人”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以白鹤梁石刻为题材
设计的钥匙扣、将馆藏书画元素移植到手提
袋、憨态可掬的汉代陶俑变成精致瓷器装饰
品……5月17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琳琅满
目的文创产品受到游客热捧。

据了解，重庆已全面完成第一次全国
可移动文物普查，举办“文化名城 魅力巴
渝——重庆市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和全
市博物馆“镇馆之宝”评选活动，在全国率先
出台《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
开发的实施意见》，对推进文化文物单位文化
创意产品开发作出总体部署。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
馆等成为全国文化创意产品开发首批试点单
位，积极探索创新开发模式、收入分配和激励
机制，开发文创产品达1100多种，真正让文
物活起来。

重庆还深入开展“互联网+中华文明”3年
行动计划，三峡数字博物馆建设顺利推进，中
国红村网云数据平台建设、文物信息提取及大
数据应用平台、互联网+自然博物馆科普教育
资源开发与应用、大足石刻数字展示与智慧旅
游服务系统纳入国家示范项目库，全市博物馆
智能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本组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