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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来商谈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凤南农场
南山村南山77号旧大厝房屋征收补偿事宜的通知书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凤南农场南山村南山77号旧

大厝房屋相关权益人：

根据厦同政[2016]102 号房屋征收公告等相关文
件，位于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凤南农场南山村南山77
号旧大厝房屋因“国道324线（凤南--角美）改线工
程”项目建设需要，应予征收拆除。请未接到书面商
谈通知书的该房屋相关权益人（产权人、继承人、代
管人等利害关系人），于本通知书登报之日起5日内，
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凤南农场南山村委会三楼办公
室商谈该房屋的征收补偿事宜（联系人：洪文聪，电
话：13850026038、05927058061；联系人：廖杏彬，电
话：18205920288）。届时请携带身份证、产权证等相
关证明材料以便核对。若委托他人前来商谈的，受托
人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写明委
托人、受委托人的身份信息和具体的委托权限）及受
委托人的身份证。逾期未前来商谈的，将按有关规定
处理相关征收补偿事宜。

特此通知。
国营厦门市凤南农场

厦门广方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5〕鄂荆州中民四初字第 00084-2 号
荆州市皓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陈云、黄卫、梅基铭：本院受理原告荆州市城市建设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诉荆州市皓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陈云、黄卫、梅基铭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
保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
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
决如下：一、被告荆州皓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
告荆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欠款200万元本金及利息214997.26元；二、被
告陈云、黄卫、梅基铭分别以其认缴的出资额（陈云 18213525元人民币、梅基铭
3642705元人民币、黄卫2428470元人民币）为限对本判决第一项确认的债务被告荆
州皓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4520元由被告荆州皓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被告陈云、
黄卫、梅基铭共同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鄂荆州中民四初字第0008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潘舒伦：原告马春华诉你与马冬华继承纠纷一案，我
院已受理。此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诉讼
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路5号院3号楼5单元701室的房屋及
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11号楼东单元1002室的房屋由原、被告共同继承；2、请求人民法
院判令将被告父亲留下的存款及抚恤金平均分给其子女四人；3、诉讼费由原、被告共同
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30日内为答辩期。你应当自
应诉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
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海淀法院复兴路法庭34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京京：本院受理刘博诉你委托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铁东民三初字第00201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财铭：本院受理刘金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辽0304民初78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开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10份，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永法民初字第01133号 曾颂宏〔身份证件号
F120183579（台湾）〕：本院受理张莉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举证、权利义务、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
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18
日10时30分在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裁判。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祁艳晨：本院受理原告杨素坤诉你与祁艳清、祁艳
春、祁学恩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杨素坤起诉要求判令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西便门内大街
97号②-3-303号房屋由原告继承。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第45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昌军：本院受理原告曹小建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向本院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开发
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显祥、北京易程小窝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牛书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书副本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30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3
法庭开庭审理。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宋思昌（SongSi-Chang）：本院对上诉人徐州光环钢管（集
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进出口银行、被上诉人宋思昌（Song Si-Chang）、原审被告青岛
汇丰昌贸易有限公司金融贷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京民终
275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
为终审裁定。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ONGWEI CHEE(中文名翁伟智 护照号：
S6906956H)：本院受理武丽诉ONG WEI CHEE(中文名翁伟智 护照号：S6906956H)
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2016）京0106
民初字第5113号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了生
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2015）海民初字第10241号 曲威：本院对原告曲
维德、曲江诉你和曲维甲、曲力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海民初字第333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王晓仙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万
泉河路六十二号院六号楼四单元一○二号两居室住房一套归原告曲维德、原告曲江、
被告曲维甲、被告曲威共有，其中原告曲维德占百分之十九的份额，原告曲江占百分
之三十六的份额，被告曲维甲占百分之四十的份额，被告曲威占百分之五的份额。自
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2015） 深福法民一初字第 6128-4 号
WONGPENGMUN：本院受理原告刘赟诉被告胡静、被告曾文娟、被告丁彦军、
被告孙小盼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612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个
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米琳（MILIN）：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德禄律师事务
所诉被告米琳（MI LIN）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北区第二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本院根据债权人浙江精工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
申请，于2012年5月29日裁定受理北京三杰国际钢结构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2年5月29日指定北京
市嘉逸田破产事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为北京三杰国际钢
结构有限公司管理人。你单位应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1
个月内，向北京三杰国际钢结构有限公司管理人北京市
嘉逸田破产事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通讯地址：北京市东
城区珠市口大街 1号新阳商务楼C座 4层；邮政编码
100062；联系电话：67089095、67092392；联系人：孙萍）申
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你单位补充分
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你单
位承担。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院定于2012年9月11日
9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时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如系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参加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特此通知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
（2012）二中民破字第09093-5号

近日，烟台首届“业达智汇谷”创新创业大赛落下帷
幕。大赛共吸引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8个项目参
赛，涉及生物医药、智能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
多个领域。参赛选手不仅有海归、研究员，甚至还有国家
“千人计划”专家。经过初审、复审等多个环节，白血病的
精准个体化治疗检测等30个项目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大赛恰逢烟台留学人员创业园区成立20周年，并且有
21个参赛项目表示将落地烟台开发区，这些无疑是最特别
的纪念。

昔日求才若渴，今朝挑肥拣瘦，烟台留学人员创业园
区招才引智发生了“变脸”式改变。
“经济步入新常态，工委管委加快推进创新型开发区

建设，创业园区引才更不能停留在过去的老思维，要敢于
‘思变’，坚持优中选优。”烟台留学人员创业园区主任牟晓
表示。

■“大咖”云集，打造区域人才高地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拥有人才，企业才有创新发展的
“充足马力”，也自然有了“话语权”。多项技术及产品打破
国际技术封锁，承担国家“863”计划两项，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6项，承接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首家外籍院士工作站
等多项平台建设……烟台德邦科技有限公司如何从名不
见经传的小企业成为引领国内电子封装产业的“领军”企
业？公司总裁解海华道出了背后的秘密。

德邦的“功成名就”很大程度上离不开陈田安博士的
加盟。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陈田安作为国际电子封装领
域翘楚，加盟德邦科技后，组建起包括7名博士、60多人的
创新团队，带动2名海外院士、3名“千人计划”专家，成立了
全省首家外籍院士工作站。
“有了人才，企业动力十足。像我们研发的用于风力

发电机的环氧结构胶，已经是陈博士团队第8项突破国外
技术封锁的成果，这种结构胶，过去曾长期依赖进口。”解
海华说。

近年来，园区坚持“吸引一个人才，带动一个产业”的
引才思路，围绕生物医药、新材料、新光电等新兴产业，以
海内外高端人才引进为重点，重点瞄准“高、大、外”，即“高
（国家“千人计划”、教育部长江学者、中科院百人计划、省
“泰山学者”等高层次人才）、大（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各
类高科技人才）、外（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通过才企合
作、以才引才、与科研院所人才项目对接等模式精准发力，
在生物医药、精细化工、新材料等领域构建起了以“千人计
划”和“泰山学者”等高层次人才领衔的人才集群。仅生物
医药领域，就吸引了国家“千人计划”专家7名，占园区国家
“千人计划”专家总数的28%，可谓人才高地的“高点”。

据统计，创业园区已累计吸引386名海外留学人员来
区创业，其中，国家“千人计划”专家25名，山东省“泰山产
业领军人才”23名，烟台市“双百计划”专家21人，开发区
“科技领军型人才”22人；海归博士创新团队51个，其中2
个团队被国务院侨办授予“重点华侨华人创业团队”，4个
团队入选开发区“科技创新团队”。

园区还成功争取了欧美同学会留学报国烟台基地和
欧美同学会海归创业学院烟台学院落户，面向全球“广发
英雄帖”，进一步扩展了引才渠道。

■“智本”变资本，构筑新兴产业隆起带

如何“吸引一个人才，带动一个产业”？关键在于“智
本”变资本。20年筑巢引凤，20年辛勤培育。创业园区走
出了一条“孵化企业、带动产业”的新路，积极引进、孵化相
关企业，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形成了以生物医药、新材料、
电子信息、智能制造为主的产业格局。

据悉，园区已吸引留学人员累计创办企业638家，注册
资本21.7亿元，上市及挂牌企业9家，拥有专利（专有）技术
1115项，其中核心技术390项，1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个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山东省首家外
籍院士工作站和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

烟台荣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手握”8个国家一类在研
新药产品，上市后有望实现年产值百亿元；山东毅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水务管控系统云服务平台关键技术
入选国家“863”计划储备库，公司2015年登陆“新三板”、
2016年营业收入预计达2.7亿元。以德邦科技、希尔德新
材料、一诺电子材料等企业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势头不
减，以隽秀生物、海安药物研发、华威药业等后起之秀见证
了生物医药产业方兴未艾，新引进孵化的毅康电子、维佳
半导体、中诺机电等企业展示了电子及自动化产业的厚积
薄发，联宇网络科技、威兹曼智能信息等企业则在IT及电

子商务领域异军突起。
说到“智本”变资本，烟台

一诺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良非常感慨。一诺电子研制出全球首条“键合银丝”，打
破了键合丝行业长达70多年的“金丝垄断”，成本较金丝降
低80%。键合丝作为电子产品集成电路的四大基础材料之
一，每年需求量巨大，公司急需资金新上生产线。关键时刻
得益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政策，一诺电子顺利与金融机构
签署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合同，成功融资2000万元。获
批质押贷款当月，公司就实现了近2000万元的销售收入。

园区还联合深创投、天津泰达等知名机构设立烟台创
新创业投资基金、烟台源创科技投资中心、烟台泰达生物
及新医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及烟台安芙兰创业投资基金
四支股权投资基金，总规模7.08亿元，不仅可以为创新企
业解决难题，也将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引导社会资本跟
进，形成更大的资金储备，为今后企业融资奠定基础。

■ 创新服务无止境，改革路上不止步

“当地政府扶持力度大，尤其像生物医药这类需要长
时间孵化的项目。现在园区已经有很多像荣昌生物这样
的企业，我觉得我们的项目会起步很快，希望在三到五年
内成功上市。”国家“千人计划”张超博士表示。刚刚结束
的创新创业大赛，他的参赛项目是“白血病的精准个体化
治疗检测”，目前该项目已成功落地开发区。

20年春华秋实。“只有筑好了发展的巢，才能吸引更多
有抱负的留学人员来烟台、来园区发展。”牟晓表示，创业
园区牢固树立“人才和企业的成功就是我们的事业”服务
理念，着力打造投融资、创业导师、智力培训、项目申报、文
化交流等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平台，全力帮助人才和企业
实现“创意成真、创新成果、创业成功、创客成就”的美好理
想，给留学人员提供施展才能的平台，他们才给我们带来
了产业发展的轰动效应。

创业园区现有创业基地12万平方米，其中，科技大厦
和3座标准厂房等公共孵化面积8万平方米，可满足不同
类型企业研发和生产需要；另建设了加速器1.2万平方米，
与孵化毕业企业共建生物医药专业创业场地2.8万平方
米，形成了优越的促进人才发展和企业成长的创业链条。
园区周边建有公园广场、商业中心、各类中介机构和教育
机构等，创业环境非常优越。

近年来，园区通过设立“金种子专项扶持资金”，对留
学人员企业进行从“孵化”到“扶强”的全程化、全方位扶
持，中端人才、初创期项目同样可得到上百万元扶持。

初创期，对发展潜力较大的留学人员创业项目，分类
给予10万元—5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支持；对具有发展前

景的留学人员企
业，给予为期 2年、
每年不超过20万元

的贷款贴息支持；获得市级以上无偿资助的留学人员企
业，可得到最高50万元的匹配资金支持。发展期内，优秀
孵化毕业企业可入驻加速器，2年内免费租用1500平方米
的加速器厂房，并纳入规划建设“绿色通道”，进入产业化
基地。

园区在项目、人才、平台、载体等方面推出了一揽子高
含金量的扶持政策，形成了完善的创新创业政策体系。例
如，在园区创新创业，具备世界一流水平、对当地产业发展
有重大影响、能带来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创新创业
团队，经评审，政府会给予1000万元至2000万元的资金扶
持；国内顶尖水平、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创业团队，可获得
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资助；国内先进水平的创新创业团
队，将得到300万元至500万元的支持。

不仅如此，园区还搭建了投融资、创业导师、公共技
术、文化交流等服务平台，为人才和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
境；鼓励、引导企业采取股权激励方式，让海外优秀人才凭
借知识产权和特殊才干持股,受聘担任企业重要职务,与企
业形成利益共同体，提高企业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和凝
聚力；制定实施了《高端人才联系制度》，通过不定期走访、
节日生日问候等方式，加深园区与高端人才的感情联络，
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经营发展和个人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
题，努力使高层次人才能够安心创业、快乐生活。

当前，园区正在全力推进“业达智汇谷”工程建设，全
力打造招才引智、创新创业、高新科技企业孵化基地，国际
创新创业高峰论坛和创新创业文化培养基地。计划“十三
五”期间，新引进、培养国家“千人计划”等海内外高层次人
才30名，海外优秀留学人员70名；新引进、创办留学人员
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150家，孵化产值过千万项目40个。
发展以园区综合孵化器为基础、以生物医药、新材料、智能
制造、电子商务等专业性孵化器为特色的“1+X”孵化器模
式，完善“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创新创业
生态体系。

为增强园区发展后劲，提升园区承载能力，开发区工
委管委确定在烟台业达科技园规划、建设园区新创业基
地，创业基地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一期包括综合办公楼、
三座孵化器和一座专家服务中心，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
米，将高标准建设高层次人才创业成果展厅、会议报告厅、
项目路演中心、创业会客厅等公共服务设施，2017年下半
年起陆续投入使用。通过资源整合、功能叠加、政策扶持
和服务提升，更好地发挥园区创新驱动效应。

（通讯员 马双军 夏盛 宫晓云）

烟台留学人员创业园区成立于1996年10月，是全国最早设立的留学人员创业园之一，

国家级留学人员创业园和科技企业孵化器，全国、全省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工作先进单位。

春华秋实二十载 风景这边独好
———烟台留学人员创业园区20年发展回顾

烟台留学人员创业园区规划图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王爱军博士工作照

京东集团日前发布2016财年第三季度业绩，在当前
电商行业增速放缓、以及零售行业面临夏季淡季的背景
下，京东凭借其“品质电商”定位和长期以来注重用户
体验的优势，继续保持了超过华尔街预期的高质量增
长，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Non-GAAP）净利润同比
增长超10倍，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Non-GAAP）京
东商城经营利润率连续第6个季度为正，集团过去12个
月自由现金流再创历史新高，体现出公司的发展动能和
潜力。

本季度，京东剔除虚拟商品的交易总额（GMV）达
155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净收入达607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38%。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消费市场疲软
的大环境背景下，京东坚持贯彻“品质电商”战略，凭
借精细化的管理水平和布局策略，逆势取得超出市场预
期的表现，不断激发了电商领域的新活力。京东集团首
席执行官刘强东表示，“我们对京东商业模式的长期投资
赢得了良好的市场表现，并改变了中国电商市场的格
局。放眼未来，我们将继续寻求增长，并加强对最前沿
科技的投资，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

自去年起，京东提出了“品质电商”发展战略，涉
及商品品质、服务与体验、供应链管理等多个维度。从
本季度财报看，厚积薄发的势头已经开始显现。根据京
东大数据显示，消费者在京东购买的3C、家电、日用消
费品等商品类别，已经体现出明显的品牌集中趋势，显
示出我国消费者的品牌、品质意识在日渐增强。京东长
期以来坚持的“提供卓越的消费体验”等核心理念，完
全顺应了当前消费升级的大趋势，随着国内消费升级的
进程逐步推进，京东坚持的品质战略将展现出更大的发
展潜力。

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

在顺应消费升级市场大势的基础上，京东积极布局
优质碎片化、场景化流量入口，通过“开普勒计划”开
放京东生态和电商能力，为合作伙伴和品牌商家提供更
多流量入口。同时，京东运营加大了对合作伙伴的开放
服务力度，刚刚过去的双11，京东为商家提供了先进的
仓配一体物流服务，入仓外单量同比增长5倍。可以预
见，京东的“品质电商”战略将有望发挥更大作用，在
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品牌产品以及更便捷的服务体验
的同时，带动京东业绩的可持续健康增长。

京东在业务快速扩张的同时，不仅GMV增速大幅领
先行业增长，盈利能力也在继续保持稳健提升。而盈利能
力持续稳健增强无疑体现出京东核心业务的优势以及战略
选择的正确性。在持续创新和精细化管理下，京东的运营
效率不断提升，自营扁平化的渠道减少了流通环节和成
本，规模效益日益凸显，第三方平台广告收入也在不断上
涨。本季度财报数据充分诠释了京东的商业模式具备实现
长期可持续盈利的能力，这不仅给予市场一剂强心针，也

为中国电商行业的良性健康发展注入了坚实的力量。

科技布局引领新业务

一向以稳健管理著称的京东本季度再次展现了资金
实力。截至2016年9月30日，京东过去12个月的自由现
金流为167亿元人民币（约25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同时现金储备达354亿元人民币（约53亿美元），再次体
现出京东健康充沛的现金流和强劲的发展实力。

充沛资金的支撑将更有利于京东从长远发展考虑着
手，进一步推动战略升级部署。京东集团首席财务官黄
宣德表示，未来京东将聚焦在技术驱动的业务创新和增
长战略，并继续通过战略投资奠定长期的行业领先地
位，预期未来几年利润率将进一步提升。

作为未来品质电商的发展引擎，京东尤其在技术创
新方面加大力度，由机器人、人工智能算法和数据感知
网络打造的京东全自动仓储场景，已经部分应用在了刚
刚过去的双11京东物流运营中。京东的大数据技术更是
可以做到预测各地销量，提前智能分货、布局仓储。依
靠此项技术，“双11”当天京东在零点后1小时内便已完
成了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首单配送。

京东集团董事会已于11月15日批准并授权公司寻求
重组负责运营京东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京东金融。此次重
组的主要目的是将京东金融转型为只有中国投资者作为
股东的企业，以便在中国开展某些需要政府许可的金融
服务业务，并更好地利用中国资本市场的资金。未来，
京东将凭借技术优势，打造供应链、财务、服务、金融
等全产业链业务新模式，多领域抢占未来业务增长点。

京东集团：

品质电商汇聚发展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