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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 月 20 日，12 家欧洲豪门足
球俱乐部共同宣布创立欧洲超级
联赛。 这 12 家俱乐部包括西甲的
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马德里竞
技，英超的曼联、曼城、利物浦、切
尔西、阿森纳、热刺，以及意甲的尤
文图斯、AC 米兰和国际米兰。现任
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担任超级联
赛第一届主席， 曼联联席主席乔
尔·格雷泽以及尤文图斯主席阿涅
利担任副主席。

12 家创始俱乐部在宣布启动
欧超联计划时表示，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已经“加速了现存欧洲足球经
济模式的不稳定性”。 这些创始俱
乐部表示，现有的竞赛体系已无法
解决“为整个足球金字塔提供更高
质量的比赛和额外财政的需要”。

但此举却遭到各方反对。 曼联
老帅弗格森怒斥这种做法纯粹就
是为了钱。 欧足联以及英足总、英
超联盟、西班牙足协、西甲联盟、意
大利足协、 意甲联盟发布联合声
明， 明确表示反对启动超级联赛。
多个城市也有球迷抗议，反对自己
支持的俱乐部参加欧洲超级联赛。
据民调公司 YouGov 对 1730 名球
迷进行的问卷调查，68%的球迷强
烈反对推出欧超联，有 14%的球迷
表示支持。

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洲足联
（UEFA） 的主席亚历山大·塞弗林
甚至形容这是一个“可耻、自私自
利”的计划，是在“向所有热爱足球
的人脸上吐口水”。他警告，参与欧
洲超级联赛的俱乐部所有球员将
会“被禁止参加世界杯和欧洲杯”。

仅仅不到 48 小时之后， 这个
联赛计划就在各方的压力之下崩
塌。

美国当地时间 4 月 23 日，超
级联赛背后的金主———美国投资
银行摩根大通终于露面，正式就此
事发表道歉声明。在当天发表的声
明中，摩根大通表示，在没有考虑
对其他各方影响的情况下，公司就
决定为组建欧洲足球超级联赛提
供资金是一个错误行为。

此前，摩根大通承诺提供约 40
亿美元的贷款帮助超级联赛启动，
而超级联赛方面则用未来的电视
转播收入作为抵押。 按照组建方
案，12家以创始成员身份加入超级
联赛的欧洲足球俱乐部除了能获
得巨额经济补助外，还不用面对降
级的压力。 不过，这份看似让俱乐
部和投资方都稳赚不赔的方案，却
招致了多国政府、欧足联乃至各俱
乐部球迷等的强烈不满。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也发
表了批评言论，指责国际资本企图
收割英国足球品牌。“一旦超级联
赛启动，国际资本就会从英国知名
的城镇‘拿走’当地足球俱乐部的
名誉，并转变成国际资本的国际品
牌来赚钱。他们不会关心俱乐部所
在地球迷群体的感受，不会在乎球
迷对俱乐部的热爱与支持”。

（荻凡妮）

湾区新技术新产品展示中心启用一周年成绩单发布

深圳科技创新服务模式“破圈” 宝安智造走向世界

� � � � 全渠道已经成了当今零售业
的代名词，但《经济学人》提出，最
大的问题是采用这些全渠道策略
是否赚钱。

全球超市行业因疫情而受益，
很多零售品类的线上活动都经历
了有史以来的最大激增———根据
数据公司 Forrester 的报告，2020 年
美国的这一数字同比上升了近
50%。

从亚洲到美国，即使疫情封锁
措施有所缓解，但在线买菜业务仍

在继续增长，这表明这种线上趋势
将比疫情更为持久。

尽管如此， 人们仍普遍认为，
没有几家零售商可以通过在线买
菜业务赚钱，哪怕是亚马逊。 因为
相比在超市中常见的那样让顾客
自己挑选、 打包并带回家的方式，
把沉重的果蔬送货上门的成本要
高得多。 食品零售业务在上线之前
的利润率已经低至 2%至 4%，只有
资本充足和最有效率的商家才可
以保证在网络的冲击中幸存下来。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一
些结构性因素就已经影响了超市
的利润增长。 在欧美，来自奥乐齐
（Aldi）和利多（Lidl）等低成本运营
商的压力越来越大。 特别是劳动力
成本的压力，因为一些大型零售商
已经被迫提高最低工资。 此外，食
品配送和便利店正把顾客从更大
的超市中“抢”走。 那时，超市唯一
的安慰就是线上的渗透缓慢，这使
它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开展必要的
数字化投资。

然而这一切在疫情期间迅速
改变，因为购物者上了一堂“买菜
速成班”的网课，他们已经开始克
服对这种购物模式的各种恐惧，对
更快更好的服务需求只会越来越
高，这给零售商的利润带来了进一
步压力。

贝恩（Bain）的分析师表示，除
非食品杂货店开始对在线服务收
取更多的费用，否则从商店或仓库
发货的经营亏损可能在 5%到 15%
之间。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哪怕

是到店或路边取货也刚刚能够打
平。

贝恩的分析师称，超市必须通
过更好的技术手段来提升线上服务
水平，以防止在未来十年内利润继
续被侵蚀。 即便如此，食品杂货业
也可能被亚马逊和阿里巴巴这样的
科技巨头击败。 为了提高竞争力，
许多公司将不得不合并或寻找其他
收入来源，例如应用各类广告。 无
论如何，通过实体店运营来作为数
字尝试的补充可能至关重要。

赚钱才是王道
＞＞＞

� � � �今年 1 月， 马克·劳尔宣布将
辞去在沃尔玛的职务，此前他领导
了这家全球最大的实体巨头对亚
马逊发起数字反攻。 他的许多职责
已由最近被任命为沃尔玛首席
“全” 战略官（Chief Omni Strategy
Officer）的凯西·卡尔接手。 这个头
衔不同寻常，“Omni”代表了“全渠
道”（Omnichannel）， 尽管这个词有
些普通，但却意味深长。

沃尔玛的电子商务战略以
2016 年对 Jet.com 的收购为主导。
当时这一举动对沃尔玛首席执行

官道格·麦克米伦来说是一个大胆
的赌注，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劳尔
和他的执行团队，希望他们能够弥
合传统零售商和亚马逊之间在线
销售方面的巨大差距，同时向美国
华尔街的投资者发出信号：沃尔玛
终于开始认真考虑要重新塑造自
己， 以应对亚马逊 CEO 杰夫·贝索
斯正在打造的购物未来。

沃尔玛收购 Jet.com 一年后，亚
马逊收购了食品杂货连锁店全食
超市（Whole Foods），劳尔受命领导
沃尔玛开启对亚马逊的反击。 麦克

米伦的赌注是成功的：在劳尔的带
领下，沃尔玛取代易贝（eBay）成为
美国第二大在线零售商，其在线销
售的市场份额在劳尔任职内翻了
一番以上。

然而 5 年后，沃尔玛还是远远
落后于亚马逊。 此外，由于推动数
字化带来了大量赤字，并在与一些
网红公司的合作上一掷千金，负责
实体店的沃尔玛高管们对此颇有

微词。 不过，沃尔玛并未计划将电
子商务置于其遍布美国的 4000 家
超市网络上。 卡尔说，相反，它把两
者都视为同一个以客户为中心的
“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沃尔玛远不止一家食品杂货
连锁店， 其推行的全渠道战略表
明，新冠肺炎疫情极大改变了食品
和其他必需品的经营模式，在几个
月之内就使在线买菜的市场渗透

率从较低的个位数提高到接近两位
数。 沃尔玛迅速扩展了服务方式来
提升线上和线下体验，例如到店取
货、路边收货和商店递送。

亚马逊也在四面出击———在美
国，除全食超市之外，它还在尝试运
营无人超市；“亚马逊新鲜”（Ama－
zon Fresh）商店提供当日取货和送
货服务，手机应用能让消费者不用
排长队就能结账。

巨头加码全渠道

编译 年双渡

超市，是上世纪 30年代初在美
国最早面世的， 采取顾客自选售货
方式，以面积大、品种全、货色新、售
价低、 方便省时而著称。 但近些年
来，由于美国的超市趋于饱和，竞争
日益激烈， 导致这一业态呈现出经
营艰难、发展缓慢之势。尤其是去年
以来，在零售业因“隔离经济”陷入
困境、传统商超深陷转型难题、新零

售无新可说、 行业竞争激烈的情况
下， 超市的存亡似乎已显得不再那
么重要。

近些年来， 唱衰超市的论调并
不少见，不过英国《经济学人》却认
为这些论调都是夸大其词。 巨头亚
马逊以在线零售起家， 但在几十年
后却开始收购实体零售店； 而历史
更悠久的沃尔玛则走了一条相反的
道路，在落后于亚马逊 20多年后才
涉足电商行业，并迅速站稳了脚跟。

＞＞＞

⑤

� � � � 沃尔玛的霍普金斯描述了全
渠道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几种方式：
京东等在线食品杂货商专注于从
商店和市中心仓库（前置仓）快速
取货送货， 经常 30 分钟内就能送
达消费者。 他说，商店越来越被视
为靠近客户的“节点”，这增加了在
线购物的便利性。

京东和阿里巴巴最具有依靠
这种模式赚钱的优势，而拼多多正
在通过拼团购买和社区团购的方
式快速发展。 它们正投入巨资升级
超市。 规模较小的参与者会联合起

来或是被收购才能参与竞争。 中国
在线零售商苏宁最近收购了法国
零售商家乐福在中国的大卖场业
务。 而阿里巴巴已经拥有了中国最
大的仓储式零售商高鑫零售集团，
后者是沃尔玛在中国大型超市的
主要竞争对手。

随着超市努力扩大规模以对
抗亚马逊和沃尔玛等巨头并击退
折扣店，北美和欧洲市场也应该会
出现整合浪潮。 在更早的 2016 年，
一场跨大西洋的合并———荷兰大
型超市阿霍德（Ahold）与比利时路

易德尔海兹集团携手，打造了荷兰
超市巨头皇家阿霍德德尔海兹集
团（Ahold Delhaize）。此举帮助该公
司发展了全渠道业务，在疫情期间
为客户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英国最
大的零售商特易购（Tesco）和欧洲
最大的零售商家乐福建立了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

不过，较小的连锁超市也可以
找到数字救星，但却需要付费。 在
美国和加拿大，被寄予厚望的公司
是发展迅速的食品杂货平台 In－
stacart， 该平台可能会在今年启动

IPO，估值预计在 300亿美元。 该公
司雇佣了 50 万名工人，服务于 4.5
万家商店，为购物者提供送货上门
或到店取货服务。 它还为超市提供
技术， 让它们能够自营全渠道服
务。 Instacart 总裁尼拉姆·加南特里
安预计，该地区的在线食品杂货销
售规模在未来几年内将会翻一番，
达到总销售额的 20%以上。 他说，
Instacart 的规模越大， 就越容易将
其技术扩展到更多超市，帮助它们
降低成本并推动零售客户进一步
增长。

在向零售商推销技术时，In－
stacart 渴望成为商品范（Shopify）。
正如这家加拿大公司称自己在“武
装叛乱分子”一样，加南特里安声称
他想“武装食品杂货商”。 但他不认
为未来将是纯数字化的世界，他相
信顾客有时会想要开车自己去超市
提货，有时则是想自己去店里买东
西。 然而，即使是这种层次的选择
也是开放性的。“食品杂货的上一
次重大创新成果是超市的出现，”他
说，“那是整整一代人之前的事情
了。 ”

谁是最终的救星
＞＞＞

� � � �去年以来，在零
售业因新冠肺炎疫
情陷入困境、传统商
超深陷转型难题、新
零售无新可说、行业
竞争激烈的情况下，
超市的存亡似乎已
显得不再那么重要。
但实际上，这一上世
纪 30 年代发源于美
国的零售业态并没
有走到山穷水尽的
地步。图为顾客在美
国大华盛顿地区一
家沃尔玛内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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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玲 刘泽玮 本报记者 智文学

“好企业好项目是政府的心肝
宝贝，我们要在企业需要的地方用
力、在企业说‘好’的地方坚守。 ”4
月 22日， 在深圳市宝安区科技创
新局举办的“湾区新技术新产品展
示中心启用一周年暨‘宝安发布’
活动”现场，宝安区委书记姚任公
布了湾区新技术新产品展示中心
（以下简称湾区展示中心） 在新冠
肺炎疫情风暴中逆势启用一周年
以来交出的成绩单，并表达了服务
好企业在宝安落户扎根的拳拳之
心。

据统计，自 2020年 4 月 22 日
正式开馆以来，截至目前，湾区展
示中心共举办了 34 场“宝安发

布”、21 场展会及 58 场配套活动，
累计 175 家企业发布 200 余项新
技术新产品，666 家企业参展，线
上线下参与人次达 550 万，为宝安
智造走向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展
示窗口。

“宝安发布”
成湾区创新名片

湾区展示中心是深圳宝安区
委区政府抢抓“双区驱动”重大机
遇，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重点打造的
深圳第一个集产品展示、技术成果
转化交易、知识产权保护“三位一
体”的服务平台，也是“宝安发布”
的专属发布厅。

如今，“宝安发布”已逐渐成为
湾区创新服务的一张新名片，影响

力日渐增加。 在 4月 22 日举行的
第 35 期“宝安发布”活动中，4 家
企业发布了新技术新产品。

由宝安区科技创新局重磅发
布的“桃空间”园区服务系统是重
头戏。“‘桃空间’园区服务系统是
政府服务企业、服务园区的一个
重要支点，也是园区与企业进行
空间资源对接的一个免费、 透明、
公平的平台，我们希望通过该系统
打破数据壁垒，实现企业 、园区
和政府需求的互融共通。 ”宝安
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主任刘玉华
介绍。

此外，华为还展示了“数字化
转型， 驱动制造业智能化变革”理
念，为不同成长期的制造企业提供
定制化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南

方工业技术研究院落户宝安，将为
宝安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打造
产学研合作标杆；跨越速运集团有
限公司带来的智能物流系统，则有
望促进宝安区现代物流业的升级。

“3链”支撑构建
综合创新服务体系
在“宝安发布”的基础上，湾区

展示中心还通过举办专题展会、主
题论坛、企业家沙龙、投融资对接
会等活动， 打通上下游产业链，为
企业搭建供需对接平台，促成交易
合作的效果明显，达成总意向交易
金额 11.7 亿元， 为 137 家企业促
成 21.53亿元贷款。

“湾区展示中心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为我们降低成本创造了最佳

效益。”据在宝安扎根 15年的深圳
吉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透
露， 仅在 2020年首次参加供需对
接会时该公司便与某基建公司达
成了合作，未来还将通过这个平台
寻求更多机会；2012 年从美国回
到国内并落户宝安的深圳诺博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不仅通过该平台
发布了新产品，更对接顶级客户与
合作伙伴， 拿到了百万元项目，并
获得亿元投资；深圳市高新投集团
有限公司依托该平台，构建了针对
宝安区的多元化、多渠道金融服务
体系。

同时，在湾区展示中心设立的
“宝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服务已
陆续铺开，截至目前，共举办知识
产权保护运营沙龙交流会 4 场，为

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维权服务 66
宗，为企业发展撑起了“保护伞”。

宝安区科技创新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未来，湾区展示中心将聚
焦宝安产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深化
服务内涵，构建“1 个综合服务平
台+产业创新链、产业供应链、产业
资金链 3 链支撑”的综合创新服务
体系，即服务于产业创新链，为宝
安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动力、 添活
力；服务于产业供应链，助力宝安
智造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服务于
产业资金链，为企业抢占产业链中
高端注入“强心剂”，更好助力智创
高地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先
锋样板城区建设， 让宝安智造、宝
安创造汇聚力量，屹立于全球产业
创新的潮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