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监会持续加强
信息披露监管

信息披露不仅是上市公司的法
定义务，也是解决投资者和管理层信
息不对称问题的关键。证监会近日宣
布， 为落实今年 3 月施行的新证券
法，持续加强信息披露监管，证监会
起草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修订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政策春风再吹
老旧小区改造焕生机

小区脏乱差、没有电梯、没有物
业管理等问题，一直是萦绕在老旧小
区居民心中的烦恼。 近日，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文件表示将全面推进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重点改
造完善小区配套和市政基础设施，提
升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水平。

百亿流量吸引品牌入驻
小红书助力国货

基于社区的属性和用户爱分享
的习惯，小红书在七年间已成长为一
个更加丰富多元的综合性生活方式
社区。近日，小红书宣布将用“百亿流
量”补贴扶持品牌，建设生活方式品
牌成长阵地。 小红书在打什么算盘？

欧盟史上最大财政援助案
前景如何

为商讨疫情之后欧洲经济复苏
而召开的欧盟峰会，经过成员国之间
近 5 天来回拉锯， 欧盟 27 个成员国
领导人最终在 7 月 21 日凌晨达成共
识，通过了欧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财政援助案， 金额高达 1.82 万亿欧
元。此举将有利于更好应对今后类似
的冲击，向金融市场发出积极信号。

冯海宁

近日， 全聚德宣布进行三大调整：
调整门店菜品菜价， 整体下调 10％至
15％；全面统一烤鸭价格和制作工艺；取
消所有门店服务费。 此次调整对于消费
者来说是终于等来了降价和取消服务
费，对全聚德而言则不啻是一次重生。

全聚德是北京乃至全国老牌餐饮
的代表，也是中华老字号品牌。 2007 年
走向资本市场， 全聚德迎来高光时刻。
但自 2012 年业绩达到顶峰之后， 全聚
德近年来的经营业绩却一直徘徊不前。
今年上半年，疫情因素导致到店客流大
幅减少，全聚德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其
不仅经营业绩不佳， 口碑也大不如前。
就连不少北京人也不去全聚德吃烤鸭
了，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贵”。 部分消费
者因此放弃全聚德，选择了更平民化的
烤鸭品牌。

笔者以为，全聚德此次调整是明智
之举。 整体下调菜价，既能吸引中低收
入消费者， 也能吸引外地中低收入游
客。 全面统一烤鸭价格和制作工艺，既
是规范烤鸭价格，也是为了升级菜单以
吸引年轻消费者。 至于取消所有门店的
服务费，也早该如此。

从做法上看，这也是顺应了消费者
升级的需求。 显然，在大众消费时代，餐
饮企业只有积极主动拥抱大众消费，才
有出路和生路。 大众餐饮拥有更广泛的
消费者群体， 类似在疫情等特殊时期，
大众餐饮也相对容易渡过困难期。 原来
主打高端的老字号品牌一旦转型大众
消费，比一般大众餐饮品牌或更具竞争
优势，因为价格、服务等更亲民，老字号
的品质与信誉也让人更放心。

从时机上看，后疫情时代餐饮业正
逐步恢复，最近北京宣布消费季活动全
面重启，有望为全聚德增加顾客，并重
塑老字号形象，也能使其更好地走向大
众化和年轻化。

近年来，传统老字号餐饮企业都面
临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即如何在保持传
统优势的基础上，通过求变创新适应更
多的客户需求。今年 5月，162岁的狗不
理退出新三板， 反映出狗不理经营之
难，也折射出老字号转型之困。 狗不理
包子与全聚德年纪相仿，也都是传统老
字号，但由于被认为“质次价高、服务较
差”而经营受困，业绩也年年下滑。 这也
反映出传统餐饮老字号如果不进行创
新和改进， 不适应客户的需求潮流，仅
仅靠老字号的招牌是无法持久的。 从这
一意义上讲，全聚德此举有非常大的意义。

当然，全聚德此次调整的效果还有
待观察。 假如效果有限或者未达到预
期， 可否进一步调整门店菜品菜价，以
及围绕年轻消费者进一步创新，仍值得
思考。 不过，全聚德越亲民，吸引的消费
就会越多，经营业绩和品牌形象就会提
升。 此外，作为中华老字号品牌，还应该
承担传承、传播传统文化的责任，唯有
走向大众化，才能更好地弘扬传统饮食
文化。

从行业角度看，新能效标
准的实施对于龙头空调品牌
来说肯定是一个新机会，其市
场占有率会进一步提升，但规
模较小的中小品牌在技术研
发、生产研发等各方面成本都
会相应增加， 市场上以次充
好、能效虚标等问题会大幅减
少，行业将迎来新一轮洗牌。

� � � �一场疫情，让不少商业综合体进入“寒冬”。 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各地商业综合体加快恢复，多家商业综合体近期密
集开业，成为复苏的“加速器”。 如 SKP 落地昆明、华润置地宁波万象汇开业，还有的有望在下半年亮相，如重庆融创茂、武汉 K11、苏
州星湖天街等。 图为江苏海安一大型商业综合体开业，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购物休闲。 CNSPHOTO提供

市场淘汰率或达 45%�马太效应将更加显现

能效升级 空调业新一轮洗牌到来
本报记者 祖 爽

7 月 1 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空调
新能效标准（GB21455《房间空气调节器能
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正式实施，低能效、
高耗电的定频以及三级能效变频产品将面
临淘汰，空调市场进入新调整阶段。 那么，
新能效标准会对空调市场带来什么影响，
未来空调的价格会越来越高吗？近日，记者
在北京市部分家电卖场进行了实地探访。

标准全面升级

空调新能效标准被称为“史上最严”。
新标准“1 级能效指标”已经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最大的变化在于定频、变频(转速可
控型)空调能效等级合并，由原来的三级变
成五级，能耗准入门槛有所提高。

空调新能效标准的实施， 意味着所有
低能效、 高耗电的定频以及三级能效变频
产品都将面临淘汰。 据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测算， 空调新能效标准的实施将使目前空
调市场的淘汰率达到 45%。 不过，根据相
关规定， 在空调新能效标准实施之日前出
厂或进口的空调产品，可在明年 6 月 30 日
前销售， 空调厂商和销售商还有一年的时
间来清理库存。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资环分院副研究员
彭妍妍表示， 新能效标准修订的变化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品范围扩大；二是
统一了变频和定频的评价方法； 三是指标
要求大幅提高， 空调行业能效的入门要求
提升了约 14%。

如今， 空调市场的能效升级已成必然
趋势。 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去年联合印发
的《绿色高效制冷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大
幅度提高制冷产品能效标准水平，到 2022
年， 家用空调能效准入水平提升 30%、多
联式空调提升 40%。

在此背景下，为抢占新的市场商机，各
空调品牌已积极展开布局，储备新产品。据
悉，海尔空调自去年 12 月 1日起就已全线

切换， 全面开发符合新能效标准的空调产
品；美的空调根据新能效标准要求，已经完
成 303 款符合新能效标准的产品储备，并
将随着新能效标准的实施同步上市； 格力
电器早在新能效标准实施之前就已经着手
准备更高标准的空调研发， 目前符合新能
效标准的产品已达数百款。

价格会否上涨

新能效标准的实施将促进空调厂家加
快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 旧版能效标准下
的空调产品将进入清库存促销时期。 目前
空调市场中新旧产品的价格是否发生了明
显变化？近日，中国商报记者走访了位于北
京市海淀区的一家电器卖场。

记者在该卖场看到， 目前市场基本处
于新旧空调产品混卖的情况， 新旧能效标
识同时存在。 部分空调产品机身已经明确
标注新能效标准下空调所属等级， 但旧标
产品甚至其中的“旧三级能效”产品仍然在
售。由于目前正属空调需求旺季，各大家电
卖场已联合推出多项补贴及促销活动。

“卖这么多年空调了，这次的力度绝对
是空前的。”格力空调销售人员对中国商报
记者表示。记者看到，多款格力空调降价幅
度惊人， 格力舒炫大 1.5 匹变频空调原价
4199 元，到手价仅 2605 元；格力舒享风大
1匹变频空调原价 4199元，到手价仅 2999

元。 不过，在优惠力度较大的产品中，老款
或者能效等级较低的产品居多。

新能效标准下， 未来空调价格是否会
走高？ 家电行业分析师刘步尘对中国商报
记者表示， 新能效标准的实施客观上确实
会拉升产品售价， 但考虑到今年空调市场
相对低迷，企业库存压力比较大，产品售价
反而会降低。

产业观察人士洪仕斌持相同观点。 他
认为， 新能效标准的实施提高了产品的生
产成本，会对产品价格带来一定影响，但家
电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很成熟， 物美
价廉是不变的市场逻辑， 未来空调价格不
会有太大提升。

市场格局生变

从行业角度看， 新能效标准的实施使
得规模较小的中小品牌在技术研发、 生产
研发等各方面的成本都会相应增加， 以次
充好、能效虚标等问题会大幅减少，行业将
迎来新一轮洗牌。

民生证券研究院表示， 在新能效标准
落地之后，压缩机、空调内外机等零部件的
更新换代都将显著提升生产成本， 从短期
看， 龙头企业将凭借规模优势建立成本优
势。从长期看，则将凭借领先行业的研发投
入和产业链一体化能力放大成本优势。

除去硬件方面的差异， 高能效等级产
品对品牌在研发端的要求更高， 不同硬件
间的结构排布、 性能配合及实际使用方面
的调适，均对研发储备、研发投入及研发团
队提出较高的要求。其中，龙头品牌在研发
团队及投入方面具备显著优势。

“很多中小空调企业根本就不具备生
产符合空调新能效标准产品的技术和实
力，可能会被淘汰出市场。 ”产业观察人士
梁振鹏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对于龙头空
调品牌来说， 新能效标准对他们来说肯定
是一个新机会，市场占有率会进一步提升。
换言之，空调行业的马太效应会更加明显，
呈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

老字号唯主动求变
才能不被市场甩掉

城市综合体引领商业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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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低谷 工业经济运行逐月好转

“上半年， 我国工业经济各项指标先降后升， 二季度运行状态逐月好
转。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工业通
信业发展情况。 综合来看，当前我国工业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疫情对我国
工业经济的影响总体是可控的。 （详见 2 版）

2.4亿单身人口背后的新消费市场

家电刮起“迷你”风、餐厅推出一人食产品……企业与商家已越来越能感受
到一股单身商业热浪的袭来，而这得益于越来越壮大的单身群体。 来自民政部
的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单身成年人口高达 2.4 亿人， 随着单身人口的不断增
长，我国单身群体的消费实力不容小觑。 （详见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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