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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艺）12月26日，重
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百亚
股份）宣布加入拼多多“新品牌计划”，将面
向3.86亿消费者实行透明化生产，接受一
键监督。同时，百亚股份还将结合拼多多
大数据深化C2M（顾客对工厂）模式，打造
最适合中国消费者的母婴类产品。

据悉，自拼多多“新品牌计划”启动以
来，已有全国超过700家工厂递交申请，希
望借力该计划，实现品牌的落地及升级。

百亚“牵手”拼多多

26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百亚股份，在
其占地400余亩的工业园区中，26条国际
领先的生产线正繁忙地运转着。引人注意
的是，这些生产线均安装有摄像头，消费者
在拼多多APP内搜索“拼工厂”，即可找到
百亚股份并实时观看其生产制造全流程。

作为西南地区母婴类产品的龙头企
业，百亚股份旗下拥有“自由点”“妮爽”卫
生巾，以及“好之”纸尿裤等品牌，年营收近
10亿元。公司具备完善的研发体系，在超
薄卫生巾、芯片智能纸尿裤等产品探索中
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然而，强于产品制造的同时，百亚股份
的渠道与品牌能力则相对较弱。尼尔森相
关数据显示，2016年，帮宝适、好奇、花王、
尤妮佳等国际纸尿裤品牌的市场占有率接
近70%，剩余的30%市场份额中，由数千家
中国本土中小企业展开激烈竞争。

由竞争中脱颖而出，从西南市场领先到
全国市场领先，是百亚股份当下的首要目
标。今年12月12日，拼多多宣布推出“新品
牌计划”，助力扶持1000家拼工厂。这一计
划的亮相，让百亚股份寻找到新的市场渠道。

据悉，“新品牌计划”是由拼多多发起
的聚焦中国中小企业成长的系统性平台，
致力于打通生产与需求之间的信息流，扶
持1000家优质工厂品牌。针对这些工厂，

拼多多将提供大数据、专家诊断、研发建议
等支持，并在一定范围内倾斜流量来增加
商品曝光度，扶持品牌建设；同时，拼多多
还将联合知名品牌，助力这些工厂结合需
求信息开发专供产品，实现以需定产。

“加入‘新品牌计划’是百亚股份产销
品牌一体化的重要举措。未来，百亚股份
将结合拼多多大数据，颠覆传统日用品行
业的供需模式，持续站位消费者需求并反
推研发与生产。”百亚股份董事长冯永林认
为，强社交属性、更接近需求的平台，一定
是中国制造业的未来，是最适合中国中小
企业发展的平台。

助力“中国制造”脱颖而出

事实上，百亚股份与拼多多合作的前
景，已经在拼多多平台上得到证明。过去
两年，在纸制品类目中，拼多多已先后孵化
了可心柔和植护两个准一线品牌，两个品
牌的总销量已突破3亿包。

清华全球产业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崔桂林分析，由于整体生育率下降，目前国
内纸尿裤行业正处于产能过剩周期。这一
新周期中更易产生品牌更替，谁能更有效
触达新生代群体，并且依据消费者的需求
对产品进行灵活调整，谁就能抢占先机。

“拼多多3.86亿年活跃用户中，有相当
一部分是‘电商新增群体’，该群体对于商
品的要求是平价高质、好用够用，这与‘新
品牌计划’覆盖的制造企业相当契合。”
崔桂林认为。

在拼多多平台上，除了像百亚股份这
类利用“新品牌计划”实现品牌与产能进一
步升级的企业，还有一大部分为线下知名
品牌代工厂，希望通过“新品牌计划”解决
自主品牌落地难的问题。

以深圳家卫士为例，长期以来，家卫士
为霍尼韦尔、惠而浦、飞利浦等知名品牌提
供贴牌服务，一台成本200多的扫地机器
人，贴牌可以卖到上千元。

而随着加入“新品牌”计划，家卫士在
拼多多上以自主品牌进行销售，同样的货

品价格仅为288元。出于拼多多平台庞
大、稳定的需求量，目前，家卫士已开辟“拼
多多直供”生产线，24小时全力运转，生产
成本持续摊薄。更重要的是，实现产销结
合的同时，家卫士的自主品牌也迅速斩获
了可观的知名度。

超700家企业递交申请

对于“家卫士现象”，上海社科院世界
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晓鹏分析，中小企业
的转型升级，往往面临着供给侧、需求侧、
分配侧问题，不知道产品卖给谁、卖什么、
怎么卖。只有找准产品和品牌的定位，制
定差异化战略，才能有效发挥生产和价格
的优势，最终形成品牌与规模效应。

在他看来，依托3.86亿年活跃用户和新
电商需求侧的聚集效应，“新品牌计划”能充
分解决需求侧和分配侧的问题，让中小企业
可以专注于产品与品质升级。随着“新品牌
计划”的深入，中小制造企业将掀起新一轮
的变革，“家卫士现象”也将成为常态。

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达达结合行业数据
分析认为，随着信息鸿沟被抹平，越来越多
优质的新品牌在三线及以下市场展现出了
强劲的势头。“从纸制品类目，到洗发水、沐
浴露等家居类目，会有更多新品牌出来，拼
多多要做的，就是让真正优秀的制造商脱
颖而出，满足不同消费者多样性需求。”

达达介绍，“新品牌计划”上线两周以
来，已有超过700家工厂递交申请，其中90
余家工厂已完成直播测试；两周内，已有近
500万人次通过平台观看工厂直播，相关数
据仍在高速增长。目前，“新品牌计划”团
队正奔赴全国各地，对申请加入的工厂进
行实地考察，以制订“一对一”针对性服务。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系主任倪国华分析
认为，“新品牌计划”之所以引发轰动式效
应，是因为其能有效解决当前经济形势下
中小企业的几大关键问题，包括市场升级、
营销升级和品牌升级等。“以前端的透明化
生产为例，月均千万人次的观看流量，能产
生巨大的广告效应，有效解决中小企业产
品品质的信任痛点，中小企业在其中付出
的成本几乎为零”。

渝企百亚股份加入拼多多“新品牌计划”
400亩工业园实现透明化生产

“通过‘新品牌计
划’，拼多多将持续削减
中小制造企业在生产、流
通环节的负担。我们将
结合最广大消费者的需
求来指导生产，并倾斜流
量资源，为每一款产品精
准匹配其消费者。”12月
26日，拼多多联合创始

人达达在接受重庆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

对于“减负”的重要性，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百亚股份）深
有体会。此前，百亚股份于
线下的渠道费用占总成本
超过 50%，但效果不佳。
而加入“新品牌计划”的渠
道和营销成本可以忽略不
计，百亚股份也有更大的空
间让利消费者，将价格优势
转化为规模优势。

“线下纸尿裤渠道通常
经历一级代理、二级代理、
经销商、批发商、终端等多
个环节，线上则经由代理商
或是代运营公司，流通成本
很高。通过‘新品牌计划’，
拼多多将直接打通消费者
与工厂两端，通过极致精简
的供应链，创造平价高质的
好产品。”达达说。

同济大学经管学院副
院长程名望认为，“新品牌
计划”是一项开放性的共赢
体系，既为中小企业作出了
针对性的服务，也能有效拉
动内需。作为主体平台，拼
多多则能从中收获稳定高质的增长，“目前国
家要推动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为中小企业智能
升级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目前，各级政府已
经展开全面行动，而作为连接供需两端的纽
带，平台级企业尤其是大型互联网企业，也可
以为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作出应有的贡献。”

对于“新品牌计划”的前景，达达表示，拼
多多将持续推进“新品牌计划”，充分发挥互联
网平台的优势，让价值回归生产与消费两端。
他强调：“‘新品牌计划’不是拼多多自主品牌，
拼多多只是一个‘孵化器’，我们希望这些品牌
能在线下市场、在其他电商平台都发光发热。
也希望更多有能力的平台加入其中，一起推动
中小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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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汇八方 博采众长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
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受访者供图）

垫江 建立五项制度破解民企发展六大难题
今年11月以来，垫江县掀起集中走访、精准服务民营企业的热潮，发现、收集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融资难、降本增效难、引才用工难、转型升级难、创业难、政策落地难六大类共性难题。

“建立五项制度破解民企发展六大难题。”12月24日，垫江县负责人称，经过分析，垫江县探索建立《垫江县非公有制经济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垫江县领导干部联系服务民营企业制度》《垫江县
民营企业评议部门工作办法》《垫江县十强十佳民营企业评选激励办法》《垫江县党政干部到民营企业挂职锻炼制度》5项制度，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集中走访民企把脉问诊

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如何？在生
产经营中存在什么困难？对垫江发
展民营经济有哪些建议？今年以来，
垫江县多次开展集中走访民营企业，
精准服务发展活动，把脉问诊民营企
业存在的问题，收集梳理企业经营者
的建议意见。

今年11月，垫江县委书记蒲彬
彬先后两次前往重庆万创实业有限
公司、重庆捷力轮毂制造有限公司、
垫江电商产业园等企业、园区实地走
访调研，深入了解企业发展状况和发
展中遇到的问题困难，认真听取企业
负责人意见建议。

“民营经济大发展的又一个春
天到来了。”蒲彬彬称，要切实把党
中央的方针政策传递到每一个民营
企业，不断完善营商环境、物流条
件、区位条件、市场条件，为民营经
济发展提供广阔天空和优渥土壤，

“让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安心谋
发展。”

11月以来，垫江县县长梅时雨两
次率队前往重庆全航不锈钢有限公
司、重庆迪展农业等民营企业实地走
访调研，并表示加大服务企业力度，
全力支持民营企业转型升级高质量
发展。

一时间，垫江县四大家市管干
部、全县各部门各乡镇街道深入企
业生产一线，宣讲民营企业座谈会
的重要精神，实地察看产品生产流
程，详细了解企业发展规划、产品市
场销售、科技技术创新等情况，面对
面听取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

截至目前，垫江县通过走访调
研、举行座谈会等形式，汇总整理全
县民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融资难、降
本增效难、引才用工难、转型升级难、
创业难、政策落地难六大类难题。

立说立行为民企解难题

前不久，垫江县2018年紧缺人
才引进推介活动在重庆市大学生就
业创业公共服务中心启动。垫江县
32个部门（单位）、19家企业提供了
约530个岗位供优秀人才选择。短
短两天时间，共有900余名优秀大学
生报名，现场签约研究生20名。

“这是解决‘引才用工难’的一个
举措。”垫江县相关负责人介绍，解决

“引才用工难”，垫江县将畅通企业用
工信息联络、发布渠道，实现企业用
工需求与信息发布无缝联接，定期举
办专项就业服务活动。通过内育外
引，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校企

合作、定单定向培养，解决企业所需
专业技术人员；发挥流动党组织、行
业商会等作用，引导外出务工人员返
乡创业就业，吸引市外人员到垫江县
就业，“有效破解培养技术型人才，做
大人力资源总量。”

垫江县主要负责人表示，对于企
业反映的问题困难，党委政府、各级
干部、民营企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
力，立说立行既系统解决共性问题，
又对症下药解决个性问题，坚决优化
服务，让广大民营企业对垫江发展充
满信心，共同推动全县民营经济高质
量新发展。

据介绍，针对融资难，垫江县工
商联创新探索“商会推荐，农担作保，

银行放贷，政府贴费”模式，依托商会
解决企业融资难题；县金融办定期开
展银企对接会，推动民营企业与金融
机构合作共赢；开展“无还本续贷”，
对暂时困难的企业统一行动，不抽
贷、断贷、压贷。针对“降本增效难”，
做到减税降费政策“应享尽享”、能源
供应“保量降价”、物流运行“畅流提
效”进行有效破解。

改进服务接受民企评议

11月21日，在垫江县民营企业
座谈会上，东莞永晟电缆有限公司一
口气提出工业园区公交车班次不足、
新厂房修建要保护后山等5个问题，

其中3个涉及垫江县工业园区管委
会。

“立说立行解决问题。”垫江县工
业园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不能
怠慢的原因，一是已深刻认识到只有
不断优化服务，民营企业才能快速发
展；二是县里出台了《垫江县民营企
业评议部门工作办法》，“工作好不
好，将接受服务对象的评议。”

据介绍，每年1月，垫江县将对
上一年度部门服务民营企业情况进
行评议，评议内容包括办事效率、服
务态度、依法办事、工作实绩、落实政
策。最后，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评议
结果。

“从建立长效机制着手，用五项
制度解决六大难题。”垫江县负责人
称，垫江县结合实际，先后建立起包
括《垫江县民营企业评议部门工作办
法》在内的5项制度，不断改善、优化
营商环境，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排忧解
难，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垫江县非公有制经济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实行周旬月季工

作制度。涉及非公公有制经济事项
的，每周研究一次相关工作，县行业
主管部门和行政审批部门每旬至少
推进一次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工作，县
领导每月主持解决一次以上非公有
制企业难题；联席会议每季度召开一
次，研究解决全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中的困难和问题。《垫江县领导干部
联系服务民营企业制度》要求，每名
领导干部联系服务1户以上重点民
营企业，着力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各类
困难和问题。

此外，《垫江县十强十佳民营企
业评选激励办法》提出，每年表扬十
强民营企业和十佳成长型民营企业
各10户；《垫江县党政干部到民营企
业挂职锻炼制度》规定，优先选派具
有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安全监管等
专业专长、工作经历的党政干部到全
县在建重点产业项目企业挂职，既服
务企业，又锻炼人才。

刘玉珮 况宇
图片由垫江县委宣传部提供

垫江县2018年紧缺人才引进推介活动

推介活动吸引了众多优秀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