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 月 14 日 星期四

5

消费·流通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AILY

本版主编：何晓曦 责任编辑：王旭光 审校：闫卉娇 美编：李 祯 制作：李子娜
中国商务新闻网——国家一类新闻网站：
http://www.comnews.cn

电话：
010-58360215

电子邮件：
gjsbltb@163.com

安徽：
内贸流通实力再提升
■ 本报记者 王旭光
安徽省以“步行街改造提升”工作为抓手在全省培育打造 51 条特色商业街区，
宿州市砀山县 80 后电商创业残疾女孩李娟入选全国自强模范，蚌埠市固镇县“农粮
驿站”平台以电商带动规模化、订单式农业生产的模式入选“全球 110 个最佳减贫案
例”……引导消费升级、助力电商扶贫、打造农村商品流通体系、推动生活服务业提
升，
“十三五”以来，安徽省着力扩大消费、促进流通现代化和供应链体系建设，内贸
流通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

加强平台载体建设
打造农村商品流通体系
“安徽省注重平台载体建设，一方面，搭
线上平台，引导消费升级，带动省内优质特色
产品销售；另一方面，抓线下街区，提高商业
质量、打造智慧街区。”安徽省商务厅相关负
责人说。
“以展促销，以销促产”，安徽省谋划举办
了“皖美”系列线上活动，针对汽车、家电、餐
饮等重点项目，组织开展“皖美好车”
“皖美家
电”
“ 皖美徽菜”
“ 皖美好物”等线上促消费活

动。2020 年 4 月的线上汽车促销活动汇集了
安徽省 448 家汽车经销商、78 个国内外知名
汽车品牌、443 个新款热门车型。据了解，持
续了两周的活动共吸引线上访问达 190.2 万
人次，成交车辆 5835 辆，成交金额达 9.4 亿
元。
同时，以商务部“步行街改造提升”工作
作为重要抓手，安徽省培育打造特色商业街
区，并有省级流通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各地
提高商业质量、打造智慧街区；利用步行街人
流量大、品牌集聚、店铺众多、渠道融合等优
势，举办“出口产品转内销活动”
“安徽老字号

产品展销”等具有商务特色的活动，将品牌建
设与促消费工作有机融合。
同样，在农村商品流通体系打造方面，安
徽省也坚持两手抓，一方面，抓线下体系；另
一方面，
抓线上渠道。
安徽省在省内 18 个县（市）实施农村商
品流通服务体系建设试点，推动县、乡（镇）、
村商品流通网络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激
发农村消费潜力。试点工作累计建设商贸中
心 150 余个、配送中心 9 个、连锁直营店 521
个，项目覆盖 210 个乡镇、近 1000 个行政村，
受益农村群众超千万人。
安徽省还将农村电商作为推进乡村振兴
和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自 2017 年以来，安
徽省每年安排 1 亿元政策资金推动“工业品
下行，农产品进城”。目前，安徽省以农业经
济为主的县（市、区）已实现电商公共服务基
本覆盖；累计培育农村产品上行超过 1000 万
元的电商企业 272 家、上行超过 100 万元的
品牌 436 个；创建省级农村电商示范镇 220
个、示范村 743 个；培育“电商企业+基地+合
作社+农户（贫困户）”等利益联结模式项目
500 余个，
受益群众超过 10 万人。

培育新型流通方式
注重生活服务业升级
“十三五”时期，安徽省实施了“电商安
徽”建设，推进电子商务在经济社会各领域
普 及 应 用 ， 电 商 经 营 主 体 成 长 到 50 多 万
家，预计网络零售额将从 2015 年的 659 亿
元提高到 2020 年的 2500 亿元，年均增长
30%以上。
除每年联合电商平台举办安徽省网商大
会，打造百佳“好网货”外，安徽省还针对电商
发展新趋势，组织开展电商直播大赛和“电
商直播年”活动，组织一系列电商直播促销
活动，支持优质特色产品参加知名头部主播
开展的直播带货活动，拓宽产品销售渠道。
依托商务部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和省
级商务诚信公共服务平台，安徽省推进“构建
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家政行业管理体系”建
设。目前，安徽省已审核通过家政企业 314
家，录入家政人员信息 9.3 万人，通过人脸识

别 2.08 万人。同时，创新开展安徽省家政服
务信用评价体系建设，对录入平台的家政企
业和服务员进行全面评价，建立家政企业和
家政服务员红黑榜，实施奖优惩劣。值得一
提的是，自 2016 年起，安徽省还开展了商贸
服务行业技能竞赛，以提升服务技能，增强行
业自信。
安徽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 十四
五”期间，安徽省将从四个方面着力，进一步
提升内贸流通发展质量和效益。一是着眼于
提高国内大循环效率，推进区域、城乡、线上
线下三个“一体化”，建设覆盖全国（区域）、统
筹城乡的现代流通体系，加速商品流、资金
流、信息流在区域乃至全国大市场顺畅流动；
二是着眼于提升流通主体发展实力，实现变
多、变大、变全、变新，提升农村主体发展
质量；三是着眼于改善民生服务，一手抓市
场供应保障底线，一手抓提升生活服务质
量，满足广大群众的服务需求；四是着眼于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推进内外贸融合，构
建开放的市场流通渠道，提高利用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能力，推动国内国际市
场衔接顺畅。

卖米又卖饭 线上兼线下

厦门：便利店多元化发展优势尽显

电商基地给予每年 100
万元的奖励，见福在全市便
利店中率先试水，建设福客电
■ 本报记者 曲晓丽
针对企业反映便利店只能熟食复热
流配送中心、拓展连锁经营规模、
商直播基地，
进一步提升零售数
的问题，厦门市进一步优化连锁便利店食
加强供应链能力建设等方面给
字化水平。
目前，厦门每百万人已有 321 家便利
品经营许可。在连锁便利店食品经营许
予资金支持。对连锁便利店新
厦门
“i 上鲜”
社区团购与全国
店，2019 年门店总量增速达 21.02%，24
可证中增加热食类食品制售和自制饮品
增 12 家以上门店并达到一定
100 多家品牌供应商以及 200 多个
小时便利店比例超过 50%，
已远超商务部
制售时，对符合要求的连锁便利店优化许
条件的给予奖励。
果蔬种植基地展开深度合作，目前位于厦
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三年行动文件制定
可条件，扩大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
得益于政策的支持，厦门市连锁店品
门的仓库有30多个，
链接的便利店达500
■ 本报记者 李子晨
的
“2022 年全国中等以上城市每百万人口
有了食品经营许可证后，品牌连锁便利店
牌呈多元化发展。目前拥有见福、美宜
多家。见福与京东友家铺子携手开展
不少于 200 家门店，
连锁便利店 24 小时营
就可以由原来熟食复热转变为部分生食
佳、天虹微喔、苏宁、永辉、十分、珍熙、众
社区拼团项目，
已拓展门店200家，
C2M（Customer- to- Manufacturer）又 称
业门店的比例不低于 30%”
的发展目标。
加热，解决了
“由生变熟”
的难题。
库等多家连锁便利企业，还发展出元初、
上线生鲜等商品600余支。
“反向定制”
或“用户直连制造”，这一模式通过互
2020 年中国城市便利店指数显示，
为解决传统政务服务模式中存在的
夏商生活、千滋百味、集正、乐味等一批社
据介绍，厦门市将力争
联网将消费者同生产线连接在一起，
借助平台企业
在全国 36 个重点城市中，厦门便利店发
实体政务窗口路途遥远、政务资助终端功
区生鲜便利企业。
用 3 年左右时间培育
积累的渠道、
客户和数据资源，
帮助生产企业深度洞察
展指数位居榜首。
能单一、网上办事实名认证难、全流程办
厦门本土发展起来的便利店——厦
一批跨区域发展的品
用户需求，
挖掘具有潜力的细分市场，生产满足个性化、
高
近年来，厦门市探索如何更好地推动
事难等问题，2017 年起，厦门市在全国首
门见福连锁管理有限公司，目前在福建
牌连锁便利店企
品质消费需求的定制化产品。
连锁便利店更便利，创造性地为连锁便利
创品牌连锁便利店设置 e 政务便民服务
省 、江 西 省 、四 川 省 等 地 均 设 有 门 店 ，
业 ，打 造 一 批 高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形成
店予以政策赋能。
站，创新采用公安部“互联网+可信身份
2019 年销售额超过 17 亿元，在“2020 年
品质的品牌连
需求牵引供给、
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定调下，
连锁便利店因受烟证布局间距限制
认证”技术和“刷脸”自助办事模式，将政
中国便利店 TOP100”中，以门店总数量
锁便利门店，
C2M
被视为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也成为促消费的一个新公式。
而不能售烟长期以来困扰着便利店企业，
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实现了临时身份
1719 个居全国便利店品牌第 10 位。
全面提升消
这也是近两年政策的风向所在。2019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
针对这一难题，厦门市明确对品牌连锁便
证办理、交通违章办理、居住证延期签注、
此外，厦门市鼓励新零售赋能传统便
费环境和服
发
《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
明确提出，引导电商平
利店在烟证办理过程中给予支持，即对经
公积金提取等 90 余项功能。
利店，植入快速支付、人脸识别等新技术，
务品质，更好
台以数据赋能生产企业，促进个性化设计和柔性化生产，培育定制消
营面积为 50 平方米以上（含本数）的连锁
厦门市高度重视连锁便利店品牌化
提高便利店智能化程度和便捷服务能力。
满足人民日
费、
智能消费、信息消费、时尚消费等商业新模式。2020 年 9 月，国务
便利店可不受烟证布局间距的限制。这
建设，制定出台促进零售增长政策，支持
厦门市还出台了《直播电商发展行动
益增长的美
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
一政策受到连锁便利店企业的普遍好评。
连锁企业做大做强，对连锁便利店建设物
方案（2020-2022）》，对符合条件的直播
好生活需要。
再次强调
“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 ”。
显然，C2M 模式正是利用了技术催生着新的发展动能。作为线
上消费的新引擎，
C2M 模式背后是供给和需求两端庞大的发展空间。
一方面，我国制造业数字化仍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工商登记信
息显示，全国共有约 670 万家制造业工厂，但制造业工厂流通数字化
偏低，整体数字化程度不及 20%，制造业企业迫切需要借助 C2M 等产
业互联网的生产制造新模式实现数字化转型。
另一方面，我国仍有规模庞大的尚未开发的消费市场。2019 年，
■ 本报记者 李子晨
实 现‘ 三 大 ’就 能 解 决 。”中 兴 通 讯 副 总 裁 、
供的在线问诊功能得到了不少用户的好评。 品 ，可 以
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超过 1 万美元，但城镇化率首次超过 60%，
Blade 产品线总经理王屹说，基于 2019 年下半
有消费者反馈‘终于为父母找到一部合适的手
在很大程
相比主要发达国家 80%以上的数据仍有较大差距。此外，随着收入
在消费升级、流量见顶的背景下，挖掘细
年通过京东大数据的洞察，针对老年智能手机
机’，同时也有年轻消费者表示‘自己用得也挺
度上减少
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需求也更为个性化，消费品类多样化、
分赛道机会成为扩容消费的路径之一，而细分
市场的空白，
双方分析老年群体消费痛点，
以定
好’。
”
京东通讯事业部产品经理安志忠说。
猫咪过敏
消费品质升级也成为未来消费市场的新趋势。
市场中，老年经济和宠物经济成为两大价值洼
制化思路启动了适老化改造项目——时光机。
的可能性，
目前，C2M 模式在向着三个方向发展。一是广度，互联网
地。就老年市场而言，老年人并非没有消费需
这也契合着政策走向。2020 年 11 月，国
但无谷猫粮
降风险 丰供给
企业将 C2M 系统逐步平台化、产品化、规模化，有效地降低
求，只是一直以来主流消费对他们的需求关注
务院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
本土化产品尚
了品牌商进行商品定制的门槛，让大量的企业可以开始自
不够，也尚未充分调动他们的消费热情。而谈
困难的实施方案》，聚焦老年人日常出行、就
数空白。由此
以往品牌发布新品最大的担忧是投入研
己的数字化升级转型；二是深度，C2M 模式涉足的环节
及宠物消费，随着越来越多人开始把宠物当作
医、消费、文娱、办事等 7 类日常高频事项和服
玛氏不仅在很短
发的新品是否能得到市场的认可，但在玛氏宠
从此前比较单一的产品设计研发，向完整的产品生
家庭的一员，宠物经济崛起，但这一市场也缺
务场景，提出了 20 条具体举措；2021 年 1 月，
的时间内研发出了
物电商总经理祝贺看来，C2M 模式基于真实
命周期渗透，包括定价、营销、服务等；海量精准
口尚存，精细化、个性化的需求尚待满足。
工信部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一年的“互联网
无谷配方，还专门为这
的消费倾向和数据进行反向定制，并在需求驱
数据挖掘分析服务，也让消费者可以完整享受
去痛点、丰供给，在这两个领域，品牌商携
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首批将
款产品开设了一条全新的
动生产的过程中不断纠偏，可以让企业投入和
到最适合自己的商品 、服务 、渠道；三是粒
手电商平台正在运用 C2M 模式书写消费增量
完成 43 个手机 App 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
生产线。
”
祝贺说。
风险最小化，
让新品上市的前景更加明朗。
度，互联网平台在人群、地域等分析颗粒
新公式。通过大数据监测，生产企业深度洞察
以上政策均旨在提供更多智能化适老产品和
对此，玛氏宠物营养中国总
“玛氏宠物营养在京东平台上的定制化产
度上不断细分，通过更加精准的数据、
用户需求，以需求驱动生产，越来越多弥补市
服务，
让老年人能用、会用、敢用、想用。
裁牛英华认为：
“C2M 是玛氏应对
品有 30 多个，
已经占其在京东平台整体销售的
更加成熟的分析，满足每一个细分人
场空白，满足个性化、高品质消费需求的定制
“从项目启动到 2020 年 8 月 4G 版时光机
新消费趋势的重要一环，电商平台充
25%左右。去年 8 月，我们将 C2M 反向定制应
群、细分地域的需求。
化产品正在为消费市场扩容添彩。
问世，再到 2020 年 12 月中兴与京东深度 C2M
分发挥在数据和消费者洞察方面的经验
用至猫粮领域，
经过完整数据链路的消费洞察、
在近因效应越来越明显的新消费
定制的 5G 时光机上市，我们不仅升级着老年
与实力，助力玛氏宠物营养品牌提供符合
模拟测试，
推出美士无谷全价成猫猫粮，
上市后
市场中，新品对消费者的刺激作用还
宠物主人需求和期待的产品，也进一步提
智能手机的消费体验，也通过定制产品解决着
去痛点 掘新机
销量增长很快，
‘双 11’的销量更是环比翻了六
在持续攀升之中。旺盛的需求成就
升品牌核心影响力。
”
老年人融入智能生活的种种痛点。
”
王屹表示。
倍多，
‘ 双 11’后依旧延续了非常好的销售趋
了平台联手品牌造新的动力之源 。
《2020 年线上新品与 C2M 消费趋势
据介绍，尽管目前应用市场也有不少针对
“2020 年是老年用户线上消费的破圈之
势，
让我们对培养和做大这个产品很有信心。
”
相信，C2M 的促消费新公式将成为一
报告》显示，
在消费大盘中，
新品消费的迅
老年人的 App，
但良莠不齐，
作为移动终端的手
年，很多老年用户从学习网购到习惯于网购，
祝贺介绍，这款产品较好成绩的背后不仅
场从基因编码开启的运动，让平台与
速发展对消费升级的拉动效果日益显
机成为老年人生活中越来越紧密的“伙伴”，适
其中，线上老年用户手机销售增速是手机整体
是 C2M 模式的又一成功，同时也填补了猫粮
新品的接洽端前移，并打通新品成长全
著。C2M 模式打通了消费侧和供给
老化改造不能只整合 App，更需要深入系统底
增速的 2 倍多。和年轻人相比，老人更需要智
的一个空白。
周期带给新品
“集中化引爆”
的场域。
侧，是制造企业数字化升级转型的
层。时光机通过定制系统级解决方案，不仅具
能手机。京东大数据显示，老年用户选择购买
“2019 年全国城镇猫主人增幅超过了狗
由此，不仅可以精准满足消费者多样
重要路径，
品牌商有了更多的数据
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等契合老年人使用习
的智能老人机数量是功能老人机销量的 1.5
主人，如何抓住这个机遇，开发猫粮新品，一开
化、个性化、品质化的需求，提升消费体验，
和技术支撑之后，
可精准打造更
惯的性能，更加入了远程协助、亲情小时光、一
倍。”京东集团大数据研究院陈瑶用一组数据
始我们想做一款肉含量更高的产品，但通过京
也将让制造企业融入新技术应用和更加开放
加适合消费者的新品、
营销和
键扫码/呼叫、整合 App 等功能解决着老年人
展现了老年人手机消费的新特点。
东对平台浩如烟海的数据的专业洞察，我们看
的数智化供应链体系，助力其实现数字化转型，
服务，
新品经济正在推动中
拍照、
社交、出行、问诊等生活中一系列痛点。
“以前老年机多追求功能简化，专注于大
到了猫主人对无谷猫粮的需求。由于宠物较
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提高供需匹配效率，提升企业
国的制造产业走向供给
“与中兴反向定制的这款手机，一键共享
字体、大音量、大电池，但这只满足了最基本的
难做全过敏源的检查，在饮食上谷物是猫咪致
生产效率，实现创新增长，有力推动了各相关产业
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
儿孙照片的家庭相册和整合京东健康资源提
需求，老年人在智能化生活中的痛点并非通过
敏的主要来源，如果在饮食中避免含谷物的食
的转型升级，
助力实体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

促消费，
有了新公式

释放数字经济红利 激发消费潜力活力

C2M 为新消费扩容添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