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措并举
消费新动能闪亮登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为有效
对冲疫情影响，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
释放，商务部门在稳定外贸运行的同
时，积极推进全国复商复市。 进一步
推动小店经济、夜间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加快实施步行街改造，更好地激
发内需潜力，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
主要动力。

首部资源税法实施在即
地方版税率密集敲定

作为我国首部资源税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将于 9 月 1 日
正式实施。 近日，包括广东、山西、青
海等多地地方人大常委会会议明确
了当地资源税税目税率、计征方式和
优惠政策具体办法，将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资源税法》同步施行。

十年磨一剑
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二审

8 月 8 日，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的第二次审
议。 据悉，草案二审稿逐一回应“作
品”定义等法治热点问题，完善了作
品的定义和类型，删去了不得滥用权
利影响作品正常传播及法律责任的
规定，并增加了相关规定拟对视听作
品的著作权分类保护。

最高法深化
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
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
实施意见》，围绕加强法院政治建设、
健全审判监督管理、强化廉政风险防
控、推进人事制度改革、优化司法资
源配置等五大方面提出 28 项配套举
措。 据了解，实施意见是深入贯彻落
实中央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
套改革部署的重大举措，也是今后一
个时期人民法院全面落实司法责任
制的重要指引。

胡建兵

日前，上海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
我市早餐工程建设的意见》，要求完善以连
锁早餐网点为主体，特色单店、流动餐车、
外卖平台配送等形式为补充的早餐供应体
系，创新供应方式，发展“便利店+早餐服
务”“新零售+早餐服务”“流动餐车+早餐服
务”“互联网平台+早餐服务”等方式，优化
存量、拓展增量，消除盲点、优化布局，推动
早餐更便捷；大力推进“进一家吃百家”早
餐共享模式，推动早餐更丰富；倡导营养均
衡，鼓励企业推出健康特色早餐，满足民众
的健康需求，推广使用绿色环保包装材料，
推动早餐更健康。

“早餐工程” 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关系着不少群体的“急难愁盼”。 在城市
里生活的现代人，早餐不是买不到，更多的
是买得不称心。 一方面，匆匆上班，希望早
餐能“拿了就走”，所以便捷很重要；另一方
面，消费水平在提高，希望“早饭能吃好”，
每天都能有新花样。 也因此，现有的早餐服
务与新需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早餐工程是重要的民生工程， 直接关
系到市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和健康， 且也可
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还能解决不少人的就
业问题， 为城市注入一种崭新的“早餐文
化”。 如何使早餐供应更便捷更丰富更健
康，满足多层次个性化高品质需求，是摆在
不同城市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从之前一些城市推出“早餐工程”试点
的情况来看，确实遇到了不少问题。 譬如，
经营成本高、 收益少， 网点建设硬性投入
大，以及早餐从业人员匮乏等。 早餐经营公
司希望以密集网点布局实现“薄利多销”，
然而， 硬性投入和软环境建设总是难以相
辅相成，最后出现了“小牛拉大车”、很难吃
得饱的情况，“早餐工程” 在无利和亏损经
营之间徘徊。 此外，早餐行业是一个劳动密
集型产业，同时也非常辛苦，天不亮就要营
业， 服务员的工资并不高， 因此很难留住
人。 利润低、从业人员不稳定是制约“早餐
工程”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

从上海出台的意见来看， 显然已经考
虑到了这些影响“早餐工程”发展的因素。
意见从制度创新、降低成本、强化保障等方
面共提出了 14 项工作举措，其中包括给予
税收优惠：符合相关条件的，可享受国家有
关餐饮增值税政策； 鼓励各类企业和相关
单位对承租其物业提供早餐服务的， 给予
房租优惠； 鼓励第三方平台对入驻的商户
降低早餐外卖的服务佣金等。 保障措施包
括建立全市工作协调机制， 实施早餐工程
区长负责制，依托“一网统管”强化信息数
据归集，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制定全市早餐
网点布局规划和早餐业态导则， 各区将早
餐网点作为社区商业配套建设进行统一规
划， 重点加强大型居住社区等薄弱区域网
点建设；发挥行业组织和龙头企业作用，促
进行业健康发展；优化财政扶持政策，支持
建设一批重点项目等。

笔者认为， 只要各项优惠措施和保障
措施到位，“早餐工程”必能行稳致远，真正
成为体现城市温度、 彰显城市品质的亮丽
风景线。

最近， 曾经风靡一时
的万宁传出在北京大规模
撤店的消息， 而和万宁同
为美妆连锁店的屈臣氏因
业绩严重下滑而亟待继续
转型，与之相对的，则是一
大批新零售生态的美妆集
合店企业快速发展争抢市
场。 当万宁、屈臣氏们落寞
时，美妆集合店的“后浪”
们能抓住机遇吗？

� � � �每日坚果、蜀香牛肉、蔓越莓干、手撕面包……如今，无论是点开网上商店还是进入实体商超，各种各样的零食种类繁多、口味丰
富，令人垂涎。 从市场销售的持续增长可以看出，零食正在成为消费“新刚需”，成为“宅经济”的鲜明特征，其背后则是中国经济旺盛的
消费活力。 图为消费者在深圳某超市购买零食。 CNSPHOTO提供

老品牌或撤店或失宠 新物种扩张来势凶猛

更懂消费者 美妆集合店后浪奔涌
本报记者 冉隆楠

老牌美妆集合店的日子不太好过。 7
月中旬， 万宁传出在北京大规模撤店的消
息。近日，屈臣氏母公司长江和记实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和记）公布的 2020 年
半年报显示， 屈臣氏中国区销售额同比大
跌 30%。然而，另一边 KKV、调色师等国产
美妆集合店品牌则在迅速布局抢占市场。
当万宁、 屈臣氏们落寞时， 美妆集合店的

“后浪”们能抓住机遇吗？

万宁北京部分撤店
“需要办一张会员卡吗？ ”在万宁北京

合生汇购物中心店， 店员在收款时仍会试
图推销万宁会员卡。“你们都要撤店了，办
会员卡还能用吗？ ”有顾客对此表示疑惑。
而店员则表示， 并不是所有门店都要关，

“还有店开着。 ”
记者在上述门店看到，“七折”“清货”

的标牌随处可见，还有部分商品印有“买一
送一”的标签。 从门店整体情况来看，部分
货架已经空了， 偶尔会有几名顾客进来试
图“捡漏”。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万宁北京
乐成中心店和万宁北京王府中环店， 乐成
中心店大半货架已经空置， 王府中环店剩
下的商品也不太多。除商品打折外，这些门
店的硬件设施包括收银机、 显示屏、 打印
机、货架、微波炉、保险柜都贴上了价签出
售。

当记者问及何时关店时， 上述门店的
店员称“要等上面的通知”，而有的店员则
称“就这几天了吧”。据悉，万宁属香港牛奶
集团旗下品牌，2004 年在广州开出首家门
店后逐步开始向全国扩张，2011 年内地店
铺数量突破 200 家， 覆盖了 33个城市，商
品涵盖护肤、彩妆、健康、母婴和个人护理
五大品类。除了拓展线下门店外，万宁还在
布局线上市场，开设了天猫、京东旗舰店、
微信微商城以及天猫官方海外旗舰店。

对于此次关店， 万宁方面回应称：“北
京部分门店关闭是持续优化门店的战略举

措。 ”

屈臣氏转型不顺
实际上，遇到困境的不只是万宁，老牌

美妆集合店屈臣氏也在经历转型的阵痛。
近日，长江和记公布的 2020年上半年业绩
报告显示，财报期内，屈臣氏全球销售额为
736.27 亿港元（约合 660.07 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 11%。 其中， 中国区销售额为
88.05 亿港元（约合 78.92 亿元人民币），同
比下降 30%。

曾几何时， 屈臣氏还是年轻人眼中的
“潮品”聚集地，而现在不选择屈臣氏的年
轻人却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以前上学的
时候还总去屈臣氏，但现在基本不去了。 ”
消费者陈小姐告诉记者， 如今屈臣氏里的
很多品牌都在线上开了官方旗舰店， 打折
促销的时候比屈臣氏要实惠得多。“而且我
很不喜欢屈臣氏的导购， 每次一进店就有
好几个人问我需要什么， 走到哪里都有人
跟着，就不能让我随便看看吗？ ”提起屈臣
氏的服务，陈小姐颇有怨言。

无论是商品结构的不尽如人意， 还是
服务质量的失宠， 都和屈臣氏本身门店运
营老化、缺乏创新有关。 当然，屈臣氏也意
识到了这一点， 一直在尝试通过多种方式

试图重新抓住年轻人的心。近年来，屈臣氏
不仅创新门店形式， 推出了 color lab、“玩
美概念店”等多种新业态，还打造了虚拟偶
像品牌 AI（人工智能）代言人“屈晨曦 Wil－
son”，各种 IP 联名款更是层出不穷。 此外，
屈臣氏还与菜鸟、饿了么、京东到家等合作
拓展外送服务。

美妆集合店后浪崛起
万宁在北京大规模撤店， 屈臣氏亟待

转型， 与之相对的是新零售生态企业 KK
集团传出已完成 10亿元 E 轮融资的消息。
目前，KK 集团旗下有 KK 馆、KKV 和调色
师等品牌均聚焦年轻群体， 主打美妆、家
居、零食、个护等。

实际上，KKV 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
的美妆集合店。 按照 KK 集团设定的品牌
定位，KKV 主打家居生活，KK 馆主要售卖
零食、美妆、个护等进口快消品，调色师专
注于彩妆集合。和万宁、屈臣氏这种传统的
将美妆、零食、个护等多种品类汇聚一身的
传统集合店卖场相比，KK 集团在旗下品牌
的规划上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

除了 KK 集团正在抢夺市场外， 还有
不少美妆集合店品牌也试图分一杯羹。 名
创优品母公司赛曼集团推出的彩妆集合店
WOW COLOUR 目前门店数已超过 100
家，并计划今年内开到 500 家，明年达到千
店规模。 另一新兴美妆集合店名声大噪
（NOISY Beauty） 也在一年之内开出 20 多
家门店，预计到 2021 年年底将开出 300 家
门店。此外，新品牌 H.E.A.T 喜燃和 BOOM!
FRESH! 也分别于今年 7月开出首店。

不过，在快速崛起的同时，新兴美妆集
合店的同质化运营和门店盈利问题也随之
浮现。据中国商报记者观察，无论是从品牌
名称还是从内部装潢设计来看， 多家新兴
美妆集合店品牌都颇有相似之处， 引入的
品牌也大同小异， 目标客群更是基本上以
年轻人为主。相比于线上渠道，美妆集合店
这种线下门店模式还是属于重资产， 是否
已创出成熟的盈利模式还有待观察。

升级早餐工程
彰显城市品质

宅经济带动零食消费

在线教育市场上演暑期争夺战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线下课程被停，线上流量暴增，在线教育站上
风口。 暑期本来就是教育培训机构必争的节点，各大在线教育机构上演了
激烈的争夺战。从未来的发展看，行业集中度将会进一步提升，拥有强大师
资力量和教研能力等核心竞争力的机构将有望胜出。 （详见 3 版）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影响力将越来越强

近日，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机构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金融支持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意见的实施方案》， 旨在促进区域金融互联互通和跨境贸易、投
融资便利化，扩大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对外开放。 随着经济融合的不断深入，粤
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影响力将越来越强。 （详见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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