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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加速融合 多个业态生机显露

因 变 而美 ，新消费接踵而来
■ 本报记者 李子晨
今年 2 月份，各线下消费业态进入了
前所未有的
“至暗时刻”
，闭店减收、入不敷
出、苦苦支撑、危机重重。但这期间，也有
不少积极应对、顺势而变的企业，
他们紧抓
线上线下加速融合的契机，探索出一个个
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而这也踩准
了政策的
“鼓点”。
近日，为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
加快
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改善消费
环境，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23 个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促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
内市场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鼓励线上线
下融合等新消费模式发展，促进消费新业
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普及应用。

突破旧定式，收获新增长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餐饮业遭遇年
夜饭退订、堂食取消的困境，
线下业务受到
巨大冲击，作为为 200 万家国内餐厅提供
餐饮食材采购服务的美菜商城，其业务也
面临冲击。
与此同时，美菜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刘传军看到，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家庭用
户买菜难的现象，线下商超的蔬菜被抢空，
线上买菜类 App 菜品储备和运力则纷纷
告急。
“ 我们在过去 6 年自建了完备的采
购、仓储、配送供应链体系，可以解决疫情
期间便民服务的痛点。”
但显然，开辟面向个人家庭的 C 端业
务，美菜从未尝试过，更没有经验。由此，
其选择与支付宝进行

合作。
“作为数字生活平台，支付宝聚拢了
大量为 C 端用户提供生活服务的小程序，
可以成为美菜为家庭和个人用户提供服务
的便捷通道。”刘传军说，1 月 30 日，美菜
与支付宝小程序团队对接，迅速商讨针对
C 端用户的小程序开发方案。
仅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双方便攻坚了
针对 C 端用户的菜品分拣机制、菜量和包
装设计、服务流程、配送体系以及服务器扩
容等难题，2 月 9 日，美菜商城支付宝小程
序上线。而通过支付宝中心化流量入口曝
光，美菜一周吸引了超过 80 万新用户，订
单迅速覆盖全国 80 个城市，日均活跃用户
超 10 万，
复购率高达 40%。
在刘传军看来，
疫情结束后，
餐饮业会
有一定程度的爆发，
半成品、外卖等业务也
会增多，同时，家庭用户在疫情期间被“教
育”形成的在线买菜习惯仍将保持。美菜
通过变革旧模式，
激活了业务能力，
既可以
开展到店业务，也能处理到家业务。
“通过
线上线下加速融合，美菜对于 2020 年的发
展充满了信心。
”
对温建飞而言，虽然他所处的行业与
刘传军的生鲜行业完全不同，但却同样在
这一“至暗时刻”通过加速线上线下融合，
突破旧定势而收获颇丰。
作为言几又书店用户运营增长部高级
经理的温建飞，
在春节期间，
眼看着言几又
客流同比下滑 80%，销售下滑 95%，大年
初四他就回到了成都总部。
“同行们都在尝
试各种各样的办法求救、自救。线下书店
重视的是线下的体验和服务，
以及选书、荐
书的过程。闭店压力大，开店没人压力更
大。”
随着疫情的发展，温建飞和言
几又智慧零售事业部的同

复工加快，
纺织产业链运转提效
■ 本报记者 何晓曦
为更好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对纺织行业
生产运行的直接影响，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于 3 月 3 日启动纺织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周报
调查，
截至 3 月 18 日 12 时，
共有 368 户企业在
线反馈了前一周的企业开工情况，
其中 1/3 企
业坚持每周连续填报。中纺联在对周报信
息进行汇总分析后发现，纺织企业复工复产
全面推进，小微企业复工情况显著好转，企
业投资意愿有所回升。
周报调查结果显示，3 月 11 日 12 时-3
月 18 日 12 时，共有 196 户企业通过在线问
卷提交有效复工数据，已复工企业比例达到
96.9%，比前一周调查结果提高 3.6 个百分
点；190 户已复工企业的返岗工人人数达到
24.9 万，占正常情况下用工总人数的 87.3%，
比前一周调查结果提高 6.7 个百分点。
中纺联集群办、园区办对全国 13 个省份
的 28 个重点纺织产业集群进行了调查，截至
3 月 13 日 12 时，上述集群共有 6.2 万户纺织
企业复工生产，占集群企业总数的 75.7%，比
一周前调查时提高 11.5 个百分点；已复工人
数达到 118.4 万人，占正常用工人数的比例
的 59%，比一周前调查时提高了 0.6 个百分
点。其中，集群内 3940 户规模以上企业，已
复工企业比例达 95.4%，已复工人员比例达
71.6%，分别比上周调查数据提高 0.5 和 10.1
个百分点。
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大幅好转。28
个重点产业集群内，共有 5.8 万户规模以下
企业实现复工，占集群规下企业总数的比例
达到 74.7%，比前一周调查数据提高 12.1 个
百分点；规下企业已复工人数达到 62.9 万
人，占正常情况用工人数的 51.3%，比前一周
调查数据提高 2.9 个百分点。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纺织企业投资
信心低迷的情况开始呈现好转迹象。202 户
填报投资信息的企业中，22.8%的企业表
示正在建设的有固定资产的投资

事有了同一个目标：
把销售转到线上，
但也
要把线下的体验带到线上。2 月 10 日，其
联合饿了么上线以门店为中心的 3 公里内
配送服务，
“就像点外卖一样方便”
，
让上千
种图书最快半小时送达。此后，言几又也
迅速上线了
“言几又快买”
支付宝小程序。
“一本《回到餐桌，
回到生活》，一本《料
理图鉴》，
一本《林海音奶奶讲寓言》”
，
现在，
这样的自动接单提示音时不时地在言几又
全国 40 余家营业门店内响起。负责配货的
店员随即开工，确认订单、检索图书分类、
找书、消毒、擦拭、装袋、贴标……完成一系
列流程后，
饿了么外卖骑手也到店了，
从店
员手中接过包装好的图书，
半小时后，
骑手
便来到了下单读者所在的小区门口。
温建飞说，通过饿了么自营的蜂鸟配
送，
除了提升速度，
言几又更希望让读者保
持和书本的“一见钟情”感，从而尽可能地
弥补读者缺失的线下体验和服务。为了和
读者保持亲近感，言几又各店的店长们随
书也会写就一张张明信片，与读者交流买
书心得和阅读建议，他们相信服务只要用
心，
即使和读者素未谋面，
情感也是可以传
递的。
随着疫情态势一天天转好，言几又的
线下门店也在陆续恢复营业。温建飞和同
事们也在思考，疫情期间与饿了么合作的
应急之举，是否能成为常态化运营的一个
新模式。由此，言几又上海长宁来福士店
已经在尝试把配送范围从 3 公里扩大到更
大范围，让更多读者享受到这种便捷的买
书体验。
“用户的消费习惯在慢慢养成，从
整个行业来看，这也符合发展趋势。”温建
飞说。

尝鲜新融合，发展可持续
对于总部在武汉的零食品牌良品铺子
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仅是线下门
店的关闭，更是物流配送的多方受阻。此
前，良品铺子全国 50%的交易都在湖北，
且各地生产的商品都会先发往武汉，再从
武汉调配到全国。疫情中，物流效率严
重 降 低 ，电 商 渠 道 也 因 此 受 到 影

根据中纺联流
项目较此前几周 10%左右的比例明显好
通分会 3 月 17 日对全国
转；15.3%的企业表示未来一周有投
101 家重点纺织服装专业市场
资计划，比例比前一周调查时提高
的调查数据，专业市场开市复工进
了 5.3 个百分点。
度继续加快。已复工市场达到 99 个，
产业链协同效率也在进
单体市场开市率比前一周调查时提高
一步提高。复工初期，纺织
11.9 个百分点；已开市商铺数
产业链上游企业复工进度
为 9.1 万个，占正常情况下
明显好于中下游，近
市场商铺总数的比例为
期中下游企业复工
63.7%，比一周前提高
复产情况全面向
了 12.9 个百分点，专
好 ，与 产 业 链
业市场的流通功能
上游复工水平
正在有序恢复。
基本接近，纺
尽管当前疫
织服装专业
情蔓延趋势已基
市场复工开
本 得 到 遏 制 ，但 大
市进度持续加
部分实体零售店铺
快 ，全 产 业 链
仍未恢复正常营业，
协同运转效率不
■ 本报记者 何晓曦
网络零售渠道也因物流
断提升。
效率不足而有所放缓，居
根据复工周报
家隔离、减少社交活动的防疫
调查情况，棉纺、化纤
措施使得服装类商品消费需求减弱，
行业的被调查企业
市场需求不足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95% 以 上 已 经 恢 复 开
3 月 17 日-18 日的周报数据显示，有 56.4%的
工，工人返岗比例提高到
被调查企业认为需求不足、渠道不畅为当前生产
88%左右。据中国印染行
经营面临的主要困难，
超过了选择用工、物流困
业 协 会 调 查 情 况 ，到 2 月
难等选项的企业比例。在市场需求动力尚不
底，浙江绍兴柯桥、福建石狮
充分的情况下，目前纺织企业产能利用率
两大印染产业集聚区已基本实
仍然高于订单恢复情况，库存压力加大
现全面复产。根据产业集群的调
及资金链紧张风险仍然不能忽视。
查数据，东莞、南通、常熟、海宁等 10
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
个信息完整的服装、家纺产业集群 5.5
示，2020 年以来，纺织行
万户企业中，已复工企业比例已
业受疫情影响，经
达到 71.5%，比前一周调查时
提高 11.8 个百分点。

提信心！
纺织服装销售
渐暖

响。良品铺子面临着电商有订单无法发
货、门店可发货但无订单的困境。
良品铺子希望能恢复门店的部分交
易，因此积极推动门店和线下配送平台合
作，支持周边社区 2 小时无接触配送。但
这意味着其必须基于 LBS 能力，以社区为
阵地做运营，
精准调度线下网格状流量。
实现这种方案，良品铺子于年前上线
的与天猫渠道打通的
“品牌轻店”
支付宝小
程序派上了用场。支付宝社区生活公域阵
地为良品铺子小程序导流，
率先面向深圳、
郑州、广州 3 座城市用户进行推广，满足疫
情期间的用户购买需求，同时对良品铺子
线下门店可覆盖的周边小区进行盘点，对
小区用户进行有针对性的精准触达。此
外，
良品铺子也进入了支付宝首页
“疫情直
通车”专题页面“不出门也能吃”的安心送
联盟。
通过支付宝端各个中心化入口，以及
自运营玩法带来的流量，
良品铺子
“品牌轻
店”小程序的流量激增。最新数据显示，3
月第二周访问良品铺子
“品牌轻店”
小程序
的活跃用户环比增长 464.1%，近 4 天交易
笔数环比提升 91.3%。
与线上加速融合，并探索多元玩法的
还有乡村基。这家从重庆走出的餐饮品牌
在疫情期间除了拓展到家服务，利用小程
序、生活号双端运营，盘活私域流量，实现
外卖业务 20%的增长外，还启动了电商直
播拓展生意外延。从自热米饭到支付宝、
口碑、饿了么券包在直播间里轮番售卖，
实
现了同时段直播观看量第一。
乡村基首席市场总监余雪松表示，
2015 年通过接入支付宝开启与阿里经济
体合作，目前，乡村基已经打通了支付宝、
饿了么、口碑三端的会员体系，
通过打通到
店与到家场景激发出更多存量消费，甚至
反哺了餐饮商家的新菜品研发。
“与线上平
台的合作，我们拥有了大数据、生产供应
链、拉新引流、会员运营到精准营销全链条
的整套能力。未来，乡村基将在重点拓展
小程序阵地外，
与更多线上业务进行打通，
基于商业场景更好地进行营销拉新和促
活。
”

加入
“绿码联盟”
持码上岗

2600 多家餐饮门店
“亮码”促消费
■ 本报记者 李子晨
“您好，这是今天工作人员的健康公示，请放心
就餐。”在上海和府捞面某门店外，餐厅工作人员正
在主动引导顾客查看在岗员工的身体情况告示，介
绍门店的安全防护举措。同样的场景也在杭州海底
捞某门店外上演着，
在这里，
每位员工体温都被清晰
地公布在前厅健康墙上，消费者可自行查看。而这
些举动正在成为餐饮企业复工促消费的重要一环。
自 3 月 19 日起，包括和府捞面、小肥羊、谷田稻
香等在内的全国 10 余个连锁餐饮品牌的 2600 多家
门店，联合支付宝、饿了么共同发起“绿码联盟”，所
有门店将主动公示员工每日健康情况，所有员工持
健康码
“绿码”
上岗，
以让消费者放心进店消费。
“店方主动公示厨师、工作人员的健康情况，这
是一个加分选项，我们肯定更愿意选择这家。”消费
者张小姐坦言，
“ 现在进入商场也都需要出示健康
码，
店内工作人员公示能让我们吃得更放心。
”
在和府捞面门店外张贴的蓝色告示上，上岗员
工姓名、当日体温、是否持有健康码“绿码”、今日消
毒次数等信息一目了然。同时，店家也鼓励消费者
“亮码”
进店。
“所有员工都在支付宝上领取过健康码，
每天上
班都要出示，
并配合测温，
所有员工都要保证在上海
生活的天数达到 14 天以上。”该店张店长表示，目前
门店的日客流量已经达到了 200 多人次，约恢复到
正常水平的六成。
“随着加入‘绿码联盟’，员工健康
公示等举措，
以及整体疫情态势的向好，
我们相信生
意肯定会越来越好。
”
外卖也在通过
“亮码”
让消费者更放心。在饿了
么平台下单海底捞、和府捞面等外卖的顾客，
会收到
“外送安心卡“，详细记录了配送员、打包员、厨师的
体温等健康情况。疫情期间和府捞面的整体外送订
单涨幅超过 30%。
据悉，从杭州诞生并被推广至全国的健康码如
今已被广泛应用于餐饮、理发、家政、购物等众多消
费领域，覆盖超过 200 多个城市，25 个省份。健康
码也已成为放心消费的保证，
是复工复产的助推器。
“健康证是餐饮行业从业人员必备的从业资格
证明，但在目前，健康证无法完全证明安全状态，健
康码的动态实时管理刚好进行了补充。
”
数字经济智
库执行院长黄日涵表示，
健康码在支付宝方便申领，
且可进行动态管理，是数字化社会治理的创新模
式。而企业主动
“亮码”
能为城市增添一份安心和透
明，
有助于提升消费意愿。

济运行压力明显加
大。1－2 月，全国规模以
“免费试玩”
诱惑多 不明充值屡发生
上纺织业（含纺纱、织造、针织、
印染及家用、产业用制成品）工业增
加值同比下降 27.2%，服装业工业增加
值 同 比 下 降 28.9% ，化 纤 业 同 比 下 降
本报讯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大量未成年人
10.7%。有统计的 15 个大类产品产量全部
“宅”在家里，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成为陪伴他们学
负增长，
过半类别负增长幅度超过 30%。
习和娱乐的首选工具，但也由此引发出不少网络
同时，全国限额以上单位服装鞋帽、针纺织
游戏消费纠纷。中国消费者协会通过梳理近期
品零售额同比下降 30.9%，穿着类商品网络零售额
有关未成年人网游消费投诉发现，消费者投诉
同比下降 18.1%，下降幅度明显超过食品、日用品等
的问题集中在实名认证形同虚设、收费游戏未
刚性消费需求产品。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为 298.3
事先明示、收费环节无验证三方面。
亿美元，
同比下降 20%。
有消费者反映，一些网络游戏直接默认
虽然当前面临较大生产经营压力，但企业对于发
使用手机号码就可以登录；一些游戏在关闭
展走势的预期正在逐渐好转，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
“实名制”提示框后，仍可以继续使用。可
变。根据 3 月 11 日－18 日的周报调查，在 202 户被调
见，部分网络游戏经营者并未切实落
查企业中，19.8%的企业表示一季度销售收入同比不会
实国家有关实名认证制度的规定，未
减少，预期一季度销售收入同比减少幅度超过 20%的
有效启动未成年人保护机制。
被调查企业比例也从前一周的 56.7%下降到 39.1%，预
与此同时，一些网游还以“免费试
期出口额减少幅度超过 20%的企业比例则从前一周的
玩”诱导孩童入坑。例如，某网游以给
46%下降到 30.5%，表明在复工及订单情况好转的情
未满 8 周岁的孩子讲故事、开发智力为
况下，
企业经营信心有所提升。
噱头，在没有任何收费提示的情况下让
中纺联有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
纺织行业转型
孩子免费试玩，而试玩几关后，游戏提示
升级持续深化，综合竞争力与发展韧性持续提升。
付费才可继续通关。孩子在无家长监管
尽管当前运行发展面临较多困难，
纺织行业仍然有
的情况下，往往毫无意识就直接点击付款，
能力有效应对疫情影响。随着防控形势进一步
待家长察觉后，已经造成了经济损失，有的数
向好，
行业将以最高效率恢复经济运行秩序。
额还十分巨大。
中纺联建议，
现阶段，
企业应着力多途
由于未落实实名认证，又未在收费环节采取
径挖掘内外市场空间，有效整合产业链
有效措施限制未成年付费行为，未成年人超额充
资源。同时，坚定转型升级与高质
值的纠纷频繁发生。一位北京消费者反映孩子在其
量发展信念，以提升产出品质、
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一款网络游戏充值了 4000 元，而
效率和效益为目标，合理
类似投诉自疫情发生以来已收到多起。
安排投资计划。
中消协认为，网游经营者应当严格执行实名认

网游经营者规范意识须提升

证规定，明示收费性质和收费标准。采取有效措施
验证充值人身份，
避免未成年人冒用家长名义充值，
严格落实相关规定，
限定未成年人充值上限。同时，
中国消费者协会也提醒家长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
的网络游戏消费观念和行为习惯，
管理好具有支付功
能的 App，
妥善保管好相应的交易记录等支付凭证，
以在发生消费纠纷时作为维权凭证。
（阎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