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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新气象 新面貌 新成就

从
“两地跑”
到
“一地办” 从长链条到电商化

二手车交易，
要的就是便利
□ 本报记者 王旭光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2021 年以来，
消费市场总体呈现稳步恢复态势。汽车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产业链长、关
联度高、就业面广、消费拉动大。汽车保有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二手车市场逐渐打开
局面，推动汽车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特别是扩大二手车流通，对促进汽车的梯
次消费、循环消费，
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便利异地交易 切实便企利民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
革、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部署要求，
加快推行小型非营运二手车交易登记跨
省通办，促进二手车便利交易，4 月 19
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关于推进二手车
交易登记跨省通办 便利二手车异地交
易的通知》。
《通知》要求，要推行二手车
异地交易、便利二手车转移登记、规范二
手车交易行为，并且要加强监督管理。
《通知》明确，6 月 1 日起，在天津、太
原、沈阳、上海等 20 个城市试点推行小
型非营运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自 9 月 1
日起，直辖市、省会市、自治区首府市、计
划单列市全部推行；2022 年上半年，全
国全面推行。
相较于前期 20 个城市试点相比，9
月 1 日起开展的小型非营运二手车异地
交易登记第一批推广应用城市共计 218
个，二手车交易登记“跨省通办”城市数
量大幅增加，二手车异地交易将更加便
利。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郎学红
表示：
“‘跨省通办’政策最主要的还是加
快 二 手 车 的 周 转 ，降 低 二 手 车 交 易 成
本。之前，二手车办理迁出时要回到原
籍，这就增加了时间成本和其他的一些
成本。”
在 9 月 16 日商务部印发的《关于进
一步做好当前商务领域促消费重点工作
的通知》中也指出，要加力稳住大宗消
费、重点消费，而促进新车消费和扩大二
手车消费就是其中两大重要抓手。其中
提出，要加快推动汽车由购买管

场景内涵更丰富

理向使用管理转变，破除制约汽车购买
使用障碍，释放汽车消费潜力。同时，鼓
励二手车经销企业品牌化、连锁化经营，
推动流通模式创新；加快推进二手车异
地交易登记跨省通办；推动落实取消二
手车限迁政策；积极协调配合相关部门
依法加强二手车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
序等。
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中国二手车
交易量保持增长态势，二手车交易持续
活跃。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
1-11 月全国累计交易二手车 1596.69 万
辆，同比增长 26.38%。全年交易量预计
在 1700 万辆到 1750 万辆，全年增幅将
超 20%，
总量和增幅都将超过 2020 年。
在 10 月 21 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下一步，
商务部将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推动取消
对二手车交易的不合理限制，进一步便
利二手车异地交易，促进二手车行业规
范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繁荣二手车
市场。同时，完善汽车流通管理相关制
度，加快修订《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
《机
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进一步优化汽
车消费环境。

电子化传递提速 电商化升级提质
二手车交易登记“跨省通办”让消费
者享受到了改革的实惠和便利。在此基
础上，12 月 10 日起该措施在全国全面推
行，对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的，由转出
地、转入地“两地跑”变为转入地“一地
办”，车辆档案由“两地往返转”变为“网
上实时转”，进一步减材料、减环节，避免

了车主跨省跨市来回跑路、费时费力费
钱。
《关于推进二手车交易登记跨省通
办 便利二手车异地交易的通知》中也明
确，异地交易和发票开具要求实现“马上
办”
“就地办”
；
对交易车辆实行档案资料电
子化网上传递，
实现档案转递
“电子化”
，
减
少携带、
保管、
转交档案的种种不便。
推动二手车限迁政策全面取消、异
地交易登记“跨省通办”
、档案转递“电子
化”等政策落地，推动了二手车的全国性
流通，同时也将会带动新车消费增长，促
进经济内循环。
瓜子二手车联合创始人、高级副总
裁王晓宇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今年推出的全面取消限迁、异地转籍
电子化办理等便利二手车流通的政策
打开了全国市场，加速了异地车辆流
通，带动了交易量增长。各级地方政
府也出台了相关政策与配套措施，这
些措施大幅简化了二手车交易登记
程序，有力解决了二手车异地交易
时间长、环节多、成本高等诸多问
题。
但在王晓宇看来，随着流通堵
点打通，电商平台将发挥产业基建
作用，加速二手车产业电商化以及
培育消费习惯线上迁移将有助于更
多的车商和消费者在线上交易二手
车，
进一步加速车辆全国范围流通。
然而，二手车行业产品为非标品，
交易链条长、产业基础设施薄弱，推动二
手车交易电商化面临诸多挑战。传统电
商和线下市场车源量有限，消费者往往
难以找到合适的车源。消费者通过线上
渠道选购二手车则可以在全国范围挑选
意向车源，车源量多的同时还可进行全
网比价，
购车效率大幅提升。
其实，借势政策红利，瓜子在今年已
正式切换为新电商模式，与超过 6000 家
车商一起率先实现非标二手车的线上售
卖，完成了二手车电商化升级。
“ 在电商
平台效率和
体验的双

生活服务更便利

数字化驱动“早经济
早经济”
”崛起
□ 本报记者 李子晨

餐发展更快，
消费者在周末更偏好外卖早餐。
同时，2021 年中国早餐消费市场早餐品类本
8：00 起床，打开手机下单，9：00 到单位楼下
土化趋势明显。阿里巴巴本地生活数据显示，
的智能取餐柜取早餐，是上海白领赵小路工作日
2021 年中式早餐订单数量和订单金额占比均明
早上同洗漱、化妆一样的规定动作。
“煎饼果子、手
显高于西式早餐，分别为 87%和 82%。为顺应本
抓饼、三明治、豆浆、咖啡、牛奶，选择很多，这样一
土化趋势，肯德基、星巴克等西式快餐品牌纷纷推
到单位就有热乎的早餐吃，不用再为每天早上吃
出中式快餐产品，
“ 西式快餐的中式吃法”已成为
什么发愁，甚至搞得手忙脚乱，也让一天能元气满
西式快餐品牌发展新动力。
满。”
早经济也不仅只是早餐的天下，数字化正在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早经济场景有了更丰
助力早经济多场景的变革和发展。报告显示，在
富的内涵。近日，饿了么发布的《2021 中国数字
早购方面，早餐时段非餐饮品类订单数量占比最
早经济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扫码支付、手机点单、
高的为社区生鲜店、便利店、药店、大型超市。在
自助早餐柜取餐、无人早餐车供餐等“智慧早餐” 早市方面，作为早经济的重要场景，农贸市场改造
的出现使得数字早经济发展驶上快车道，也让早
提升计划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如发挥数
餐场景变得更智慧、更便捷。同时，早经济包罗万
智化优势，客如云赋能已参与改造提升超过 80 家
象，涵盖零售、社区、交通、休闲、娱乐等生活服务 “智慧菜场”，覆盖北京、上海、重庆、杭州、郑州等
业全业态。与夜经济类似，早经济正在成为城市
30 多个大中城市。在早行方面，早经济时段出行
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新增长极。
活跃度变化率越高，说明早行活跃度增长越快。
其中，四五线城市增长更快，大城市中京津增速靠
前。
数字经济新蓝海
近十年，我国餐饮业进入数字化时代，在线外
卖用户数量稳步增加。2020 年中国在线外卖用
户规模已达 4.56 亿人，比 2011 年人数增加了近
7.3 倍。随着数字化程度的加深，早餐也有了更多
的形式，比如盒装牛奶、早餐麦片和袋装面包等零
售速食早餐，以及数字化平台提供的“晚订早送”
外卖早餐服务。
报告显示，目前早经济数字餐饮市场处于需
求远远大于供给的蓝海阶段，早餐经营商户数同
比增长跑赢大盘增幅。相比于传统堂食，外卖早

Z 世代、银发族成双引擎
就早经济的用户而言，报告显示，18~24 岁、
60 岁以上的用户订单数量占比增长最快，Z 世代
的工作学习刚需与银发族的早起生活习惯是早经
济蓬勃发展的两大动力。
数据显示，中国 Z 世代人群约占 2.6 亿人，撑
起 4 万 亿 消 费 市 场 ，开 销 占 全 国 家 庭 总 开 支 的
13%，消费增速远超其他年龄层。中国移动互联
网 Z 世代活跃设备数近 3.25 亿，相比起 2016 年同

轮驱动下，将有更多年轻一代消费者购
买二手车，国内二手车交易量明年仍将
保持至少 20%的增幅。按照这个趋势
发展，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有望
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
二手车市场。”王晓
宇认为。

包邮区 和 大湾区
成新品牌创业“福地”
□ 本报记者 李子晨

日前，2022 天猫新品牌创业地图出炉，从 1600 个天猫重点新品牌的数量分布来看，
上海以 348 个新品牌数量遥遥领先，不仅小奥汀、优时颜、逐本等美妆行业“独角兽”品牌
诞生，
永璞、有乐岛、椰满满等食品行业潜力新品牌也正在成长中。
同时，
“高端制造业重镇”深圳以拥有 170 个新品牌排名第二位，
“数字经济第一城”杭
州跻身前三，其新品牌达 165 个，包括花西子、王饱饱、李子柒等。广州、北京以 147 个和
140 个新品牌紧随其后。此外，
佛山、宁波、苏州、成都、厦门分列第六至第十位。
据了解，以上排名基于天猫重点关注的 1600 个新品牌的地域分布数量得出。这 1600
个新品牌是根据其在天猫淘宝平台的产品力、搜索量、复购率、粉丝数、品牌力等综合维度
筛选而得。其中“独角兽”品牌是已经进入爆发阶段的头部新品牌，而潜力新品牌是仍在孵
化期的中腰部品牌。
从天猫新品牌的地域分布来看，
“包邮区”和“大湾区”是新品牌的“富矿”。在排名前
十的城市中，7 城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其中，上海、杭州、宁波、苏州是长三角新品
牌的集中地，
深圳、广州、佛山三地则是广东省新品牌数量最多的 3 个城市。
有专家认为，新品牌已经不只是投资圈关注的热门赛道，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商业
创新力的代表，正在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参考指标之一。比如江浙沪等地，依托
电商、物流等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品牌人才集中的优势，率先在新消费创业浪潮
中抢占了先机。
值得注意的是，中西部省份也诞生了不少隐藏的宝藏新品牌，不少区域
性的新品牌立足天猫也能“一店通全国”，正在成为“新国货”的第二梯
队。比如茶叶、咖啡等的原产地云南诞生了茶饮新品牌麟珑茶室和咖
啡新品牌 Sinloy。在广西柳州也诞生了一个设计师家居品牌青山
美宿，
其地毯品类排天猫地毯成交额第一位。
过去一年，新消费创投浪潮汹涌，新品牌创业如火如荼。
为此，天猫也推出了潜力新品牌孵化计划，定义 100 个有成
长机会的趋势赛道，帮助新品牌在细分市场里抢占先
机，并且计划在 5 年内投入百亿元，重点孵化 2000
个潜力新品牌。
天猫品牌孵化中心负责人仲生表示，
天猫在看待新品牌时，不仅关注其短期
规模与增速，更看重长期健康经营的
能力——是否能形成强品类心智、
是否可实现长期低成本复购。
为此，根据品牌从 0 到 1 的成长
路径，天猫从趋势洞察、设计开发、爆款
孵化等方面帮助品牌打造把握先机、持续推
出爆款的能力。
上海潜力新品牌永璞 2014 年起步于一家淘宝店，致力于
探索将精品咖啡便携化。为向品牌化转型，2018 年上线天
猫店，是线上第一批做“咖啡液”的品牌，目前也是天猫
期的 166 亿，5 年时间规模增长近乎翻倍，Z 世代
咖啡液品类的第一位。
已成长为移动互联网网民中的新势力。
“在天猫做品牌，和天猫行业小二共创，可以
在早经济场景中，Z 世代总体消费能力较高，
给我们很多想法建议和行业趋势洞察。”永璞创
早餐时段人均消费金额、消费水平都在不断增
始人侯永璞举例，去年年底做 IP 规划时，通过
长。他们更偏好西式健康早餐，随着健康饮食的
天猫洞察到 hello kitty 的 IP 和品牌客群匹
兴起，沙拉、轻食成为 Z 世代早餐消费新趋势。Z
配度很高，后来合作了一款跨界联名，产品
世代更乐于接受晚定早送、智能柜等早餐新形式，
卖得超出了预期。
并对早行、早娱乐等具有较强需求。
永璞也在积极利用平台新兴业
场等一系列城市新
而在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深的今天，银发族
务做内容化种草，其在逛逛已经有
型基础设施建设，进
也已成为早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报告显示，老
150 万粉丝、2 万多篇优质买家秀
一步扩大数字经济覆
年群体在早经济消费的人均消费额、消费水平都
内容，这些内容将成为品牌免费
盖范围，缩小数字鸿沟，
在不断增长。相对于年轻人对西式早餐的偏好，
的流量，
促成新交易。
提升居民获得感。
老年人群体更偏好传统中式早餐，且更喜欢店内
“在此，
我们可以知道兴
在品牌建设方面，目前，
消费。同时，老年人早经济需求和场景更为丰富，
趣人群在哪、
他们流向了哪，
以中式早餐为代表的早经济市
老年人通常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早起活动
带
来
了
多
少
进店转化等，
场参与主体的品牌化程度较低，
上，如早起买菜、锻炼等，因此充分关注老年人的
看到从种草到拔草的全
缺少全国大型连锁品牌，未来发
消费偏好对企业拓展早经济相关场景具有重要意
链 路 情 况 。”侯 永 璞 表
展的关键是促进标准化连锁经营，
义。
示，天猫具有直接触达
将富有中国特色的早经济产品规模
用户的能力和帮助品
化、品牌化。
牌做数字化经营的
标准化连锁经营是发展方向
在全场景数智化方面，早经济数智
能 力 ，以 及 一 系 列
化不仅体现在外卖发展上，还体现在零
平台举措和营销
目前，包罗万象的早经济正在成为城市发展
售、社区、交通、休闲、娱乐等全业态，利用
资 源 的 支 持 ，从
的重要引擎。针对早经济进一步发展，报告给出
数智化工具打通“人—货/服务—场”，应加
内 容 种 草、成 交
五大建议，即落实政府支持、新基建提速、品牌建
速对全场景全链路的数智化改造，提升生活
爆发到客群沉
设、全场景数智化和习惯培养。
服务业运营管理、供应链、产业链等的效率，
淀、夯实基础，
在政府支持方面，发展早经济是提升城市消
增进民生福祉。
提升数字化
费需求、惠民生的有力举措，政府应加强对早经济
在习惯培养方面，一日之计在于晨。早睡
经营能力，
发展的重视，落实早餐工程等早经济惠民措施，填
早起规律作息、吃营养健康早餐对于保持身体
让新品牌获
补政策盲点，
推进早经济示范建设。
健康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媒体、平台应通过全媒
得高质量
在提速新基建方面，应可结合城市一刻钟便
体宣传健康生活方式和营养健康知识，培养全民
增长。
民生活圈建设，加快智能餐柜、无人餐车、智慧菜
规律作息、健康饮食等良好生活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