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融资掀起热潮

餐饮资本化进入快车道

加速恢复中的餐饮行业， 也迎来

了资本的高度关注，新茶饮、面食、咖

啡连锁、 烘焙等领域投融资均迎来热

潮。 据公开资料统计，截至 8 月，今年

餐饮行业投融资件数达 86 起，总投资

金额将近 500 亿元，超过 2020 年全年

的两倍。

天津绘制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新蓝图

作为首批入选“国家队”的城市，

天津将如何描画新蓝图？记者了解到，

天津近日制定了《天津市培育建设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2021—

2025年）》，明确通过六大重点任务，将

天津建设成为具备高知名度和美誉度

的国际消费目的地、 全球消费资源聚

集地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二选一”风波

折射会员店供应链短板

近日， 继家乐福会员店控诉山姆

逼迫供应商“二选一”后，盒马 X 会员

店也遭遇类似情况。 对此， 山姆回应

称，已第一时间展开自查，没有发现有

关方提出的问题。 专家表示，本次风波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进军会员制市场的

中国企业在供应链建设方面还有很多

功课要做。

大数据赋能

平价有机菜降价不降质

有机菜天然无污染、营养价值高，

但高昂的价格令消费者望而却步。 不

过，对北京槐香农业而言，在找到新的

销售渠道后， 有机菜价格五年内虽被

“腰斩”了三次，但反而实现了扭亏为

盈。 近日，记者走进槐香农业的蔬菜基

地， 探寻大数据如何反哺农业生产让

有机菜价格越来越“亲民”的秘诀。

� � �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步伐越来越近，各地陆续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推广普及冰雪运动知识，激发全民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迎接冬奥会的到

来。 图为河北邯郸一学校同学们在练习滑冰基本动作。 CNSPHOTO提供

迎冬奥 冰雪运动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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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2025 年电商交易额预期目标 46 万亿元

“十四五”电商高质量发展路径绘就

《“十四五”电子商务

发展规划》明确，到 2025

年，电商成为经济社会全

面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引

擎，成为就业创业的重要

渠道，成为居民收入增长

的重要来源，在更好满足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蒋永霞

到 2025 年，全国电商交易额预期目标

46万亿元，全国网上零售额预期目标 17 万

亿元， 跨境电商交易额预期目标 2.5 万亿

元， 相关从业人数达 7000 万人……近日，

商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电子

商务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为

“十四五” 时期电商发展作出全面安排，对

指导我国电商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全面赋能经济社会

电商是催生数字产业化、 拉动产业数

字化、推进治理数字化的重要引擎，是提升

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方式， 也是推动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据商务部统计，2016 至 2020 年， 全国

电商交易额从 26.1 万亿元增长到 37.21 万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 9.3%；全国网上零售额

从 5.16 万亿元增长到 11.76 万亿元， 年均

增长率达到 22.9%， 实现了规模质量双丰

收。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电子

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表示，“十四五”

时期， 规划除了对促进电商行业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外， 对于全面促进消

费、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促进共

同富裕、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等也都具有

重要意义。

规划明确，到 2025 年，电商与一二三

产业加速融合， 全面促进产业链供应链数

字化改造， 成为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

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电商深度链接国内

国际市场，企业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统筹

全球资源能力进一步增强，“丝路电商” 带

动电商国际合作持续走深走实。 电商法治

化、精细化、智能化治理能力显著增强。

到 2035 年， 电商成为我国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跃升的重要驱动

力， 成为人民群众不可或缺的生产生活方

式，成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资源高效配置的

重要引擎，成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

组成，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

此外，不容忽视的是，电商同样是促进

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通过促进电商高质

量发展， 可以加快弥合城乡之间数字鸿沟，

强化产销对接、城乡互促，促进共同富裕，让

人民群众从电商高质量发展中更好受益。 ”

洪勇说。

线上线下加快融合

记者注意到，规划在一开始就对电商的

概念进行了明确：电商是通过互联网等信息

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是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几年来对电商的定性多少有些争

议，电商既是数字经济也是实体经济———这

个全新的定位注定电商就要背负不一样的

使命。 ”商务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电商

首席专家李鸣涛表示。

“十四五”时期，线上线下融合将进一步

加快。 如规划明确，支持各类企业运用 5G、

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3D 打印等

新技术构建形式多样的线上消费场景，探索

人机互动新模式， 培育高新视听新业态，创

新网络消费方式，提升网络消费体验。 大力

发展智慧零售，支持传统零售企业数字化转

型，加快商业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推广自

助终端、电子价签、智能货架、弹性供应链、

溯源系统等实体门店数字科技。

此外，规划还提出，积极发展智慧街区、

智慧商圈，推动智慧体育场馆建设，鼓励餐

饮外卖、共享出行等领域商业模式创新和智

能化升级，加强智能信包箱（快件箱）、智能

取餐柜、智能外卖柜等服务终端建设，进一

步丰富线下数字化消费场景。

创新规范引领发展

电商高质量发展、赋能经济社会数字化

转型，离不开创新。“电商高质量发展的一个

明显表现是———保持旺盛的创新活力。 ”李

鸣涛表示。

对此，规划明确，以创新为引领，加强电

商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鼓励新模

式新业态发展，扩大新型数字消费，推动形

成新型数字生活。 李鸣涛表示，从规划中可

以看出，创新聚焦在电商能够发挥作用的方

向或领域，国家进而进行有针对性的鼓励和

引导。

洪勇表示， 以鼓励模式业态创新为例，

社交电商、生鲜电商等业态并不算新，其在

全国各地发展并不平衡、不全面，发展过程

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十四五”时期要把这些

新业态进行复制推广，同时要探索这些模式

的持续健康发展问题。

在电商平台的治理方面， 规划要求，加

快修订反垄断法，推动修订电商法；细化反

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规则，预防和制止平台

经济领域垄断、不正当竞争等行为；健全电

子商务行业标准，重点开展直播电商、社交

电商、农村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标准研制。

“要搭建一个既有引导又有兜底的市场

治理体系。 ”李鸣涛表示，创新与规范本身就

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通过规范才能让创新业

态新模式保持健康发展的态势，而这些新业

态新模式的健康发展也会形成引领电商创

新的重要力量。

引领民企提质增效

需要推一把扶一把

胡建兵

近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 6 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发挥质量基础设

施支撑引领民营企业提质增效升级作用

的意见》，要求综合运用质量政策、产业

政策、科技政策、外贸政策、监管政策等

手段，支持民企提质增效升级，切实以公

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 以质量政策推动

质量提升。

当前， 我国民企质量总体水平稳步

提升，创新能力强，发展势头好，已成为

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建设质

量强国的重要主体、 质量领域变革创新

的重要力量。 民营经济为我国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

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

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 随着我国经济从

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民

企提质增效升级也变得更为迫切。

需要注意的是， 我国民企大多数为

中小微企业，质量基础能力相对薄弱，质

量水平不高、 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的情况

也比较普遍。 有关数据显示， 我国仅

19.4%的中小企业参与了标准制修订工

作，43%的企业没有内部检验检测实验

室， 仅 11.1%的企业检测设备使用率达

到 60%以上。 质量基础设施硬件和技术

能力不强成为制约民企质量提升的瓶

颈。 要想使民企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

发展，需要政府推一把扶一把，综合运用

质量政策、产业政策等手段，支持民企提

质增效升级， 切实以公正监管促进公平

竞争、以质量政策推动质量提升。

对此，意见提出，力争到 2025 年，建

立系统完备、平等获得、支撑有力、机制

健全的民营企业质量基础设施服务保障

体系。 重点任务包括引导民企牢固树立

“质量第一”意识，支持民企加强质量基

础能力建设, 加强民企质量人才队伍建

设,弘扬优良的民企质量文化，强化民企

质量技术服务， 提升民企全链条质量水

平，支持民企参与全球竞争，优化民企发

展政策环境等。

推动民企提质增效升级， 必须拿出

实实在在的措施。如，针对企业质量管理

能力薄弱问题， 有关方面应当扶持具有

优秀品牌的骨干企业做强做优， 支持民

企参与各类科研项目和标准规范制定修

订、参与质量攻关活动、开展质量关键共

性技术研发； 针对企业产业链融入不够

等问题，应鼓励大型企业和“链主”企业

开放资源要素， 推动重大科研基地设施

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引导民企“专

精特新”发展，培育一批“小巨人”企业。

此外， 还应通过强化质量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帮助民企解决技术能力薄弱、品牌

信誉不足、产业融合不够、竞争能力不强

等问题， 助推中小企业补齐产业链质量

短板，在产业链、价值链上的总体跃升。

政策行之有效的关键在落实， 各地

应紧紧围绕政策部署， 推动支持民企的

系列政策落细落地，引导民企看大势、抓

本质，稳预期、树信心，增强战略定力，不

断增强民企提质增效升级的意识， 使其

迸发出更大的发展活力和潜力。

顶层设计出炉 推动双碳目标如期实现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的意见》，以及《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陆续发布。 生态环境部表

示，下一步，要将“十四五”期间碳强度下降 18%的约束性指标分解到地方加以落

实；推动开展碳达峰行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落实。 （详见 2 版）

政策加码 释放创业带动就业新动能

近日，2021 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落下帷幕，为期一周的双创周全

面展现了各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断取得的新进展、新成就和新突破。 据了解，

下一步，我国双创升级版将持续纵深推进，围绕增强创新创业“科技属性”，释放

创业带动就业新动能，相关部门还将有一系列支持举措加快落地。 （详见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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