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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面对消费升级的新零售

5 个影响阿拉生活的“暖变化”

□中国科学院副教授 财经作家 周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使
用互联网实现的产品零售额占
消费品销售额的 10.2%以上，
与 去 年 相 比 多 了 2.3 个 百 分
点。业内人士表示，伴随着消
费方式的变化，线上线下的融
合，预计在 2019 年将会出现更
多的智慧零售、
跨界零售等
“新
零售”
业态。
□东方 IC 供图

从“无人超市”到“半小时送达”，从“3
也开始进行尝试。忧在于，尝试中有些企
公里内理想生活”再到
“新零售之城”，在过
业遇到了困难，
发展瓶颈显现。
去的 2018 年中，这些曾经新鲜的词汇已经
回头看，2016 年“新零售”更多的是停
融入不少人的日常生活。有统计显示， 留在概念层面，2017 年是行业“跑马圈地”
2018 年“ 新 零 售 ”消 费 的 占 比 已 经 达 到
的一年，2018 年则是进入快速扩张。现
22%。如今，以零售和制造融合为代表的
在，大家对“新零售”市场的认识也更趋于
“新零售＋”站上新的风口。
理性和成熟。
过去一年间，电商巨头加速布局零售
两年多来，
“ 新零售”一直在摸索与思
业。阿里提出打造“新零售之城”，孵化出
考中前进，业内既有资本涌入的热闹，
也有
的“超级物种”盒马在 16 个城市的线下店
投资失败的冷静；
既有科技、电商巨头的跑
已超过 100 家，主打生鲜百货 1 小时送达的
马圈地，也有部分企业的逐渐没落。
“淘鲜达”已开通 269 个城市、660 家线下商
发展热需要一些冷思考。无论名为
超门店；腾讯“智慧零售”旨在做零售商的 “新零售”，还是
“智慧零售”，无论是线上线
数字化助手，以数字化手段助力零售业转
下融合，还是对传统的改造，不管哪种模
型升级，与永辉、家乐福、沃尔玛等零售巨
式，都无法脱离零售业的本质——向消费
头 建 立 深 度 合 作 ；京 东 生 鲜 食 品 超 市
者提供产品和服务，赚取差价。这是行业
7FRESH 启动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
特质，与风险资本快速变现的逻辑完全不
都等城市的开店进程。
一样。这是失败企业最应该反思的地方。
过去一年间，
“ 新零售”为线下商业企
展望 2019 年，希望有一些可持续的发
业带来新的想象空间。无论是银泰百货还
展模式出现，但科技应用和大数据应用是
是王府井百货、天弘股份，都在发力数字
标准配置。
化、体验式、供应链领域，呈现营收及利润
2019 年，
“ 新零售”企业在市场中“优
双增长态势。以苏宁为例，在智慧零售大
胜劣汰”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开发战略的强力推进中，2018 年苏宁累计
事实上，一些新的探索已经开始。业
新开店面近 7000 家。其中，仅苏宁小店就
内开始思考，
“新零售”有没有可能溢出零
有近 2900 家、苏宁零售云近 1900 家。此
售的边界，其想象力的边缘是否存在于制
外，还有苏宁红孩子、苏宁极物、苏宁易购
造业。我们看到，以零售业与制造业等其
直营店、大润发、欧尚合作店等。
他行业的融合为代表的
“新零售＋”开始站
过去一年间，全国数十个城市明确表
上新的风口。
态，要推进“新零售”发展，并借机打造“新
例如，
“ 淘宝心选”正试图借助淘宝大
零售之城”
。
数据资源，实现以消费者偏好来引导生产
过去一年间，也有一些商业企业在转
制造端。淘宝
“天天特卖”启动数字化工厂
型失败后陷入利润下滑、财务负担增加的
改造计划，深入制造端，
用数字化改造的方
困顿，在亏损中举步维艰……
式提高工厂规模化生产效能。
对于“新零售”业内的企业而言，2018
是创新还是坚守，
以哪种模式创新，
成
年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
“新零售” 为每个零售企业思考的问题。但不可否认
这个概念被越来越广泛地接受，很多企业
的是，数据驱动和科技应用的趋势已经成

为共识，
伴随消费升级的推进，
零售业正在
准备迎接新消费崛起的时代。
尽管统计口径不同，
来自不同机构的数
据均显示出，
“新零售”
将开启万亿级乃至十
万亿级的市场空间。市场研究咨询公司英
敏特数据显示，
2018 年，
“新零售”
在中国消
费者商品零售总额中的占比将达到 22.4%。
这一占比相较于 2013 年的 8%，近乎翻了 3
倍。预计到2023年，
占比将增至33%。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7-2022
年中国零售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
分析报告》预测，未来几年，
“新零售”交易
规模年复合增长率将达 115.27%。到 2022
年，
市场规模将突破 1.8 万亿元。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 1 月至
11 月，全国网上零售额达 80689 亿元，同比
增长 24.1%。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为 62710 亿元，增长 25.4%，占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8.2%。
有业内专家指出，
“ 新零售”发展潜力
巨大，将为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一方面，
“新零售”推动了消费增长、
带动了消费升级；
另一方面，
“新零售”能够
在消费领域异军突起，也正是基于我国消
费稳步增长、加快升级的背景。
专家指出，一个“新消费时代”正在到
来。95 后消费群体的崛起、三四线城市消
费潜力的发掘等，在不断迭代的商业基础
设施和互联网等继续迅猛发展的助推下，
都将释放新的消费红利。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消费升级的步
伐从未停止。当下，我们再次迎来消费升
级的窗口期，消费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
略高度。2018 年，正值改革开放 40 周年，
内部能量积累到位，外部压力扑面而来。
这一年，注定要成为我国消费升级的历史
元年。

惩戒失信 褒扬诚信
□董少广 自由撰稿人
诚信，既具有外在的工具性价值，也具
有内在的目的性价值。
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提出“经
济人”的基本假设。他认为，人具有利己的
本性、心理及行为特征，即“追求个人经济
利益最大化”
。
“精于算计”是所有人的行为
标准和最高价值导向。因此，除了见利忘
义的投机行为，从传统经济学来看，人们实
施守信行为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得个人利益
的最大化，社会也正是在人们合法追求个
人利益的同时得以不断地发展。
信用取决于信用主体的诚信度和外在
约束力度等因素，这些因素又同信用主体
所处的信用环境有关。
个人信用是基于个体在人际交往与商
业交易中的信守承诺记录而获得的信任，
它是主体人格的一种外化。
诺贝尔奖获得者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
银行，其成功之处就在于信贷运作模式，即
依靠道德观念与人际之间的互动博弈形成
对违约行为的制约与惩罚。如果发生贷款
的某一个成员恶意违约，因涉及到其他借
款成员的利益，人们自然要想办法来帮助
他，或者联手施以惩罚以纠正违约者的不
良行为。
格莱珉银行在贷款成员之间建立起共

享的价值观、信任乃至信仰，从而降低了银
目前，全国法院累计公布失信被执行
行的审核与监督成本以及贷款风险。从社
人逾 1000 万人次，约 250 万失信者已主动
会发展的实践来看，社会惩罚机制往往比
履行了法律义务，各曝光平台切实发挥了
经济惩罚更为有效。
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和威慑力。
从 2014 年开始，
“信用体系建设”已连
同时，各地还积极创新惩戒手段。据
续 5 年出现在我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报载，湖北黄石，法院为“老赖”定制专属彩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多个方面强调了诚信、 铃，提醒来电者谨慎交往、督促还账；福建
公信力和信用建设的重要性，体现了党中
罗源，各大影院在影片放映前，都会先播放
央对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视。
一部“老赖超级大片”，100 多名“老赖”大
统一性、开放性是市场经济对市场和
头照以及涉案信息被清晰地展现在影城大
社会的必然要求。信用作为一种具有道德
银幕上；广西兴宁，地方法院通过短视频平
内核的价值追求，将让守信者获得更多的
台发布
“老赖”执行悬赏……
社会合作机会。
诚信，既是一种道德品质，也是一种制
马克思认为，
“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
度规范。信用环境的优化，可以通过参与
的自律”。人之所以能“自律”，是因为人有
经济社会活动的每个人、每个机构的信用
敬畏之心，即“他律”。当前，社会上违约、 状况被权威性公共管理系统记录在案实
造假、欺诈等失信现象时有发生，扭曲了公
现。让失信者的未来利益作为现在行为的
众的道德信仰，污染了社会的精神生态，亟 “抵押品”，不断提高不守信者的成本，形成
须社会规范给予纠正，以进一步强化社会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环境，才能最终把
成员“按规则出牌”的法治意识和行为习 “计算的守信”演进成为“诚信的守信”。同
惯。
时，加强信用文化建设，从更高的境界上，
近年来，以征信机构为代表的征信体
让诚实守信内化为人格的一部分，当这个
系发布信用报告，使更多的机构能够共享
社会不但有舆论，而且有能力惩治那些没
信用记录。尤其是全国各地失信被执行人
有信誉的人时，德治与法治双管齐下，才会
曝光台的陆续上线，对各种失信行为给予
大大推升人们的幸福感，有效降低社会的
了打击。
正常运行成本。

□数据来源：
新华社 卫华韵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