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巢遇“丰”波
一场争议与一桩生意

5 月 13 日， 国家邮政局约谈了
丰巢主要负责人，要求丰巢积极采取
措施，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5月 15日
晚，丰巢致歉并调整服务，将快递柜
保管时长从原来的 12 小时调整到
18小时。 至此，这场历经半个月的丰
巢收费风波暂告一段落。

百度直播
另辟蹊径能否异军突起

5 月 15 日晚八点， 李彦宏亮相
百度直播间，与樊登读书创始人樊登
围绕“家·书”主题展开对话。 此举既
避免了与抖音、快手直接“拼刺刀”，
而李彦宏亲自上阵也彰显了百度重
点发力直播业务的决心。 不过，百度
直播能否在直播领域趟出一条路？

网购跨境商品维权
困境待破解

跨境商品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
货？ 目前看来，无论是消费者保护法
还是网购退货暂行办法， 都没有将

“跨境商品”与普通网购商品分开，部
分平台商家以跨境商品不适用七天
无理由退换货的说法站不住脚，但网
购跨境商品维权难仍是个现实问题。

三星家族式经营模式
还能走多远

从一家蔬果批发商店逐渐成长
为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产品覆盖国
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三星集团对于韩
国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凭借 2215
亿美元的营收， 三星在 2019 年居于
世界 500强第 15 位。 但作为一个全
球性的跨国集团，三星家族式的经营
模式不断面临着市场考验。

胡建兵

随着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地见
效，国内消费市场回暖明显。 近期，很
多海外知名品牌纷纷加速在北京、上
海、广州等地开设首店。 首店经济逆势
而上，不仅为复工复产、恢复经济带来
了新气象，且彰显了消费信心，更成为
一个城市规模、功能、政策保障的综合
反映。

所谓首店， 即在行业内比较有代
表性的品牌或新的潮牌在某一区域开
的第一家店。 消费是城市经济发展的
重要支撑力，首店经济的规模化、聚集
化在带来就业扩大、 税收增长等正面
效应的同时， 也可以为区域内的商圈
吸引客流，活跃商业氛围，引领社会消
费潮流， 扩大消费规模， 提升消费水
平，促进区域商业流通市场的发展。

此外， 因新商业模式及新国际化
品牌的引入， 首店经济对提升城市国
际化水平， 促进城市的商业创新及对
外影响力，知名度、美誉度、国际地位
等也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当前，首店经
济正成为各地打造消费中心城市、提
升城市商业魅力的重要手段。 如 2019
年郑州就有 112 家“河南首店”开张；
而“首店经济”策源地上海，在 2019 年
更是迎来爆发式增长， 新开“全球首
店”“全国首店”千余家，充分印证了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底气与实力。

首店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是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了新阶段。 信
息技术深入应用和国际国内市场深度
融合， 首店经济发展具备了更加坚实
的基础， 使更多的国际优质品牌消费
品涌入国内，更多新产品、新技术、新
服务将“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我国作
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 对全球
品牌首发或开设首店的吸引力越来越
大。

首店、 首发引领风气之先， 要在
“首”字上多做文章，带动上下游产业
链齐头并进。 要充分发挥首店经济的
创新价值， 增强中高端商品和服务的
竞争优势， 以此为抓手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推动城市建设、促进产业消费
双升级。 因此，各地应把首店经济发展
和优化营商环境相结合， 把首店经济
发展和推动城市建设、促进产业升级、
弘扬商业文明等相结合。

当然，首店经济带来机遇的同时，
也还面临着一些挑战， 如中高端消费
品供给不足、品牌消费供给不足、服务
消费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 特别是当
同质化竞争不断加剧， 消费潮流面临
转向、运营方式出现水土不服时，如何
将首店经济短期“爆红” 转化成持久

“长红”，仍需要企业、城市和消费者共
同努力。

总之，面对机遇和挑战，各类品牌
要多参考国内外成功经验， 注重产品
形象， 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和
更独特的体验。 同时，也要积极融入市
场，对接市场需求，不断探索创新。

疫情发生以来，中央和地
方密集出台减税降费、稳定和
促进汽车消费以及发放消费
券等多项政策措施，助力消费
市场持续改善。 4月份市场销
售延续好转态势。 同时，在疫
情防控期间形成的新消费习
惯和消费模式进一步巩固，将
有助于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
级，支撑消费市场长期平稳向
好发展。

� � � �随着生产生活秩序逐渐恢复，时令水果采摘游越来越热，草莓、樱桃、杨梅一茬接着一茬。各地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通过举办采摘
节、对接本地商超等方式，帮助种植户拓宽销售渠道，增收致富。 图为青岛西海岸新区铁山镇黄泥乡村，游客在采摘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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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继续收窄

市场销售延续好转 促消费政策显效
本报记者 李远方

“4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了 7.5%，降幅比 3 月份收窄了 8.3 个百分
点。”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今年 4
月，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好转，企业
复商复市进程加快， 居民生活秩序稳定有
序恢复， 特别是在多项促消费政策的带动
下，市场销售进一步好转，新兴消费势头良
好。

主要指标降幅收窄

随着企业复业复市进程加快， 线上线
下“热起来”，助力“买买买”不断升温。

数据显示，1 至 4 月份，全国网上零售
额 30698 亿元， 同比增长 1.7%；1 至 3 月
份为下降 0.8%。 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增长 8.6%，比 1 至 3 月份加快 2.7 个百
分点；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4.1%，比 1至 3月份提高 0.5个百分点。

按消费类型分， 餐饮收入 2307 亿元，
下降 31.1%， 大幅收窄 15.7 个百分点；商
品零售 25871 亿元，下降 4.6%，降幅比 3
月份收窄 7.4 个百分点。 基本生活类商品
较快增长，4 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
额中， 粮油食品类和饮料类同比分别增长
18.2%和 12.9%。

服务业降幅收窄， 现代服务业增势较
好。 4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
4.5%， 降幅比 3 月份收窄 4.6 个百分点。
1-4 月份，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
9.9%，降幅比 1-3 月份收窄 1.8 个百分点。
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2.1%， 比 3 月份
上升 0.3个百分点。

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
长、新闻发言人刘爱华介绍，从结构上看，
基本的生活类商品保持了较快增长。 粮油
食品类、 饮料类的销售都保持了两位数以
上的增长。 消费升级类的商品保持了加快

增长的势头。 通讯器材类保持了两位数增
长，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速也有所加快。

“一些重要的商品销售在回暖。比如汽
车，4月销售是持平的。 这些占比较高的商
品恢复，对于整体零售的回升、降幅的收窄
起到增强促进作用。 ”刘爱华表示。

新消费方式受青睐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统计师张敏表
示，疫情防控期间，居民将部分实体店消费
转向“云消费”，网络购物成为居民消费的
重要方式。

在上海“五五购物节”期间，拼多多开
启“千店大联播”活动，实景展示商品的销
售渠道和购物消费场景， 拓宽了线下实体
的销售通路。 别样海外购让消费者不用出
国就可以“云”逛海外线下商场，5 月 1 日
至 11 日上海地区下单人数同比增加
30%，全国销量同比增长 167.8%。

无接触、 自助式零售以及外卖送餐服
务更受消费者青睐。 1-4 月，限额以上单位
超市和仓储会员店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
长 3.1%和 14.4%，增速分别比 1-3 月份加
快 1.2和 2.8个百分点。 4月限额以上住宿

和餐饮业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
入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 而 3 月份为同比
下降。

“4 月份市场销售延续好转态势，同
时， 在疫情防控期间形成的新消费习惯和
消费模式进一步巩固， 将有助于促进消费
结构优化升级， 支撑消费市场长期平稳向
好发展。 ”张敏表示。

更大力度促消费

疫情发生以来， 中央和地方密集出台
减税降费、 稳定和促进汽车消费以及发放
消费券等多项政策措施， 助力消费市场持
续改善。 近期，从中央到地方，多项金融政
策接连出台，有力提振了国内消费市场。

国家发改委等 11 部门不久前发布《关
于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
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展汽车消费信贷等金
融业务， 通过适当下调首付比例和贷款利
率、延长还款期限等方式，加大对汽车个人
消费信贷支持力度， 持续释放汽车消费潜
力。鼓励加大对个人汽车消费、新型消费等
的信贷支持力度。 与此同时，银行、信托公
司、消费金融公司等机构也纷纷加速布局，
推出多个消费金融创新产品。

业内人士表示，下阶段，宏观政策要以
更大的力度促进需求的回升，切实做好“六
保”和“六稳”工作。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激
发经济潜力，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
债、 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政策已
经较为明确。

刘爱华表示， 目前整体经济还没有回
到往年正常水平，境外疫情正在蔓延，对世
界经济的巨大冲击还在发展演变， 国内经
济稳定复苏也面临很多新挑战。不过，从下
阶段走势来看，消费升级的势头还在继续，
一些受疫情冲击的行业或者产品销售，在
目前疫情防控形势变化下也呈现恢复势
头。

首店经济逆势而上
放大消费创新价值

采摘带热乡村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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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政策支持 粤港澳大湾区再拓新空间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迎来重大政策支持。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
会、证监会、外汇局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旨在进一
步推进金融开放创新，深化内地与港澳金融合作，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
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持引领作用。 （详见 2 版）

36条措施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顶层设计出台

中共中央、国务院 5 月 17 日发布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
格局的指导意见》，意见从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加大美丽西部
建设力度、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提出了 36 条举措，对新时代推进西部大
开发形成新格局作出了部署。 （详见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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