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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行业新料不断，这几天，最大
的料莫过于拼多多了。短短两年 11 个月，
拼多多从名不见经传的电商平台登陆纳斯
达克，刷新了中国互联网企业迄今最快上
市纪录。

其闪电般的增长速度被业界高度重
视，站上资本风口的同时也被吹上舆论风
口。成功上市的拼多多一夜间饱受争议。
一方面坐拥3亿多用户，尤为小城市低收入
人群所热捧，另一方面却是业内对其产品
质量问题、供应商管控问题和增长模式的
质疑。

其实，“拼购”的概念由来已久，最早
的团购模式就有拼购的影子，只不过现在
兴起的拼购花样更多，还融入了社交购物

的模式。电商巨头们开始打“拼购”这张
牌，对广大消费者来说也是“受益匪浅”，
消费者都期望通过“拼购”得到更多的实
惠。

近年来，电商平台的发展带动新经济
新业态的发展，成为中国互联网经济的一
大亮点。同时，越来越多传统企业进驻电
商领域，老牌电商们也结合自身特点及优
势，不断推出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电商创
新模式与应用。此外，电商平台越来越多
走出城市，走进乡村，为广大农民带去了
新的消费方式甚至增收机会。

作为新型商贸活动，电商已广泛渗透
到我国社会、经济、生产、流通和生活等
各个领域。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爬坡过

坎之际，尤其需要高品质的电商。电商平
台打通顾客与商家联系，压缩供应链条，
省去了中间环节和渠道成本，能够实现买
家得实惠，厂家薄利多销，为消费者提供
了更多物美价廉的选择。

然而，电商平台的假货现象、诚信危
机、规范缺失、税收争议等问题长期存
在，困扰着这个行业，给其蓬勃发展带
来一些隐忧。由于部分电商平台依靠补
贴或打折进行恶性市场竞争，导致大量
商家难以盈利，网上商品只能拼价格，
高品质的反而没市场，拼到最后造成劣
币驱逐良币。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对电商平台而
言，首先要有底线思维和自律意识，无论

采取何种定价策略，无论定位哪种消费市
场，无论选择何种经营模式，最基本的底
线永远是符合国家规范，保证产品质量。
同时，要加强内部管理，规范主体准入，
对网上销售的企业和产品进行严格审核，
发挥平台监管作用，对供货渠道产品质量
建立制度保障，让假冒伪劣产品进不来、
卖不出去。

对政府而言，要完善电子商务相关法
律、法规，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和经济
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们的法律对制假售
价者的惩处差距较大。同时，消费者买到
假货后维权成本高，经常遇到店家无赖、
监管扯皮现象。因此，政府应加强网络市
场监管和综合执法，完善对电商的事中

事后监管，加大对假冒伪劣产品打击力
度，对不履行主体责任的电商平台坚决
严肃处理，让假冒伪劣产品有人管、管
得住。

对于所有市场主体而言，需要明确的
是，低价产品不一定都是低质产品。低价
是市场需求，低质是商家失责，售卖假货
则是违法行为。不管是拼产品，还是拼市
场，拼到最后，一定是拼质量。

拼到最后是拼质量
王 萌

中国品牌走进“质量时代”
本报记者 王 萌

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中
国国民经济处于恢复初期，许多
企业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不
高。为此，原国家经贸委于1978
年6月24日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开
展“质量月”活动的通知，决定
于当年 9 月在全国开展“质量
月”活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质
量第一”的思想，树立“生产优
质品光荣、生产劣质品可耻”的
社会风尚。

此后40年，政府重视质量、
企业追求质量、人人关注质量的
氛围日益浓厚，出现越来越多高
质量的中国品牌，推动中国经济
发展进入质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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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1987 年，浙江杭州武林门广场
上，杭州人点起一把大火，5000 多双假冒
劣质温州产皮鞋葬身火海。

（资料图片）
图②：2018年7月4日，在杭州的万向

钱潮智慧工厂，一名质检员在检查产品质量。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图③：3 月 13 日，在安徽
省 肥 东 县 撮 镇 镇 的 一 家 商 场
里，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
员正在查看商品价格抽查产品
质量。

许庆勇摄 （人民视觉）
图④：吉利汽车宝鸡制造

基地的车身总拼线。
新华社发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改革开放40年改革开放40年

砸冰箱 和 烧皮鞋

“质量第一”造就中国品牌

1985 年，青岛电冰箱总厂 （海尔的前身） 收到
一位用户反映：工厂生产的电冰箱有质量问题。初
任厂长张瑞敏突击检查仓库，发现库存不多的电冰
箱中有 76台不合格。张瑞敏当即决定，在全厂职工
面前，将76台电冰箱全部砸毁。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消费者对家用电
器的需求旺盛，各种商品严重供不应求，很多企业
努力上规模，只注重产量不注重质量，市场上甚至
流行“纸糊的冰箱也能卖出去”的说法。张瑞敏带
头砸毁 76 台有缺陷的冰箱，唤醒了工人的质量意
识，成为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件事。

质量体现着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慧结晶，更体
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质量，不只是体
现在企业发展中，还体现在中国城市建设中。

80年代，价格低、款式新的“温州鞋”风靡全
国，其产量一度占全国 1/10，但对温州皮鞋质量低
劣的诟病也不绝于耳，被称为“晨昏鞋”、“星期
鞋”，一些城市开始驱逐“温州鞋”。 1987年，浙江
杭州武林门广场上，杭州人点起一把大火，5000多
双假冒劣质温州产皮鞋葬身火海。这一把大火，及
时烧醒了温州人的质量意识。

知耻而后勇。1994 年，浙江温州颁布 《质量立
市实施办法》，在全国率先实施质量立市战略。此
后，温州先后经历打假治劣、名牌兴业、信用温
州、品牌强市4个阶段，一步一个脚印，从一个质量
重灾区蜕变为先进制造业集聚地。敢为人先的温州
人，在追求卓越的质量建设之路上，迎难而上，砥
砺前行。

不管是“砸冰箱”还是“烧皮鞋”，都是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发展坚持“质量第一”的缩影。40 年
来，从注重产量到强调质量，中国品牌的实力和影
响力不断提升。

据英国品牌价值咨询公司 Brand Finance发布数
据显示，2008年，中国在全球最具价值品牌500强中
只有15个，占全球总数比重仅有3%。2018年，有66
家中国品牌上榜，占全球比重提升为 15%，跃居世
界第二位。而在未来，中国在打造中国品牌、世界
品牌方面具有更大的潜力。

10%投入 和 11.6%增长

创新力构成中国新面孔

2001年，IT行业遭遇寒冬。华为在内部展开了
大规模的讨论，确立了“质量好、服务好、运作成
本低，优先满足客户需求”四大法宝。在业界都压
缩开支、放弃研发投入的时候，华为反其道而行，
加大3G等新技术开发，持续优化通信产品，成为享
誉世界的科技品牌。

从 1992年开始，华为就坚持将每年销售额的至
少10%投入研发。用华为内部的话说，“什么事情都
可以打折扣，但研发的 10%投不下去是要被砍头
的”。今年，华为承诺将在研发方面投入 150 亿至
200亿美元。

“坚持只做一件事”。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经这
样解释华为的成功密码。30多年来，华为对准通信
领域这个“城墙口”冲锋，既坚守产品质量，又积
极技术创新，坚定信心朝前走。

华为的发展凸显了中国企业全力聚焦产品质量
和企业创新的决心，与之相呼应的，是中国整个产
业的升级和经济发展的转型。

华为在深圳成立之初，珠三角地区还是大家心
目中的“世界工厂”。如今，珠三角已聚集了大量科
技创新企业，成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创新为企业
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也为中国制造业发展和经济
转型提供了动力。

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航天、
中国蛟龙、中国水电站……这一个个令人自豪的超级
工程背后，是质量提升与技术创新的驱动。近年来，
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创新成果不断涌
现，创新发展迈入快车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7 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 1.75 万亿元，比
上年增长11.6%，增速较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日前发布 2018年全球
创新指数报告，中国排名再创新高，上升到第 17
位，成为首个也是唯一进入前 20名的中等收入经济
体。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高质
量发展部署的丰硕成果。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刊文称，如今中国在
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纳米技术、绿色能源技术
和生物工程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技
术进步。中国城市和企业令人惊叹的活力和创新能
力构成了中国的“新面孔”。

木门 和 铁锅

质量提升行动没有终点

去年 10月，北京赵先生新家装修时订购了一款
品牌木门，搬至新家后却发现装好的木门有刺激性
气味。询问售后才发现，店家安装的木门是假货。

“建材市场水很深。”——许多消费者都有这种
感受。其实，无论是家具家电，还是服装箱包，市
场上充斥着大量低品质、无保障的产品，甚至是假
冒伪劣产品。人们对高品质消费的需求与低质量供
给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国内市场的痛点。

今年春节，随着 《舌尖上的中国》 第三季的热
播，章丘铁锅一夜之间蹿红。一时间，消费者蜂拥
而至，当地制作铁锅的家庭小作坊也遍地开花，但
铁锅的质量却良莠不齐。半年时间，从“章丘无
锅”到“假锅横行”再到“无人问锅”，这显示出市
场对高品质产品的巨大需求，也反映出中国制造业
品牌建设依然相对滞后。

专家认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质量总体水平
稳步提升，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要看
到，中国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矛盾和问题仍然
突出，特别是中高端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不足。

“我们既应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制造的迅速进步
而自豪，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些质量诚信缺失企
业带给消费者的伤害会损伤中国制造业。”中检协联
合 （北京） 质量检验研究中心主任张明认为，全社
会唯有加强质量诚信建设，激励企业狠抓质量提
升，方能打赢品质攻坚战，让“质量”成为一个时
代的标志。

加快建设质量强国，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举措。“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质量强
国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建设质量强国。

2017 年 9 月印发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
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就质量提升进行专门部
署，强调要下最大气力抓全面提高质量，推动我国
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同时提出，到 2020年，供
给质量明显改善，供给体系更有效率，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

当然，一个国家的整体质量水平涉及技术、管
理、科技、教育、人才及工业基础方方面面，质量
提升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副
总工程师蒋家东表示，从国际上质量提升的经验
看，无论是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质量救国”，还是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质量振兴”，基本上都经历了
1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开展质量提升行动要一以
贯之，驰而不息。

蒋家东建议，要通过提升质量来改善供给，着
力打造中国制造、中国服务、中国工程优质优价的
新形象，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
同时，有效适应国际需求，实现中国经济在更高质
量基础上的新的供需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