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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南省分公司衡阳邮区中心局分拣中心的工作人员在作业。 曹正平摄 （新华社发）

图① 在江苏南京苏宁云仓物流基地，工作人员正
在分拣“共享快递盒”。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图② 西安绿皮火车改造成小区超市。

新华社记者 邵 瑞摄
图③ 长沙市哇塔24小时无人智慧商店工作人员
在整理货架。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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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流通领域经历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最初改革起步、培育
市场，到市场化流通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全
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再到积极融入世界参
与全球市场竞争，实现了流通业长期高速
发展。40年间，流通业改革对于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起到了重要支撑
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绝大部分商品流
通由国家计划管理，价格由政府决定，只有
3%左右的商品流通和价格形成由市场决
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
所长王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
前97%的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只有3%左
右的商品由政府管理价格，市场发挥决定
性作用已经显现。”

从“3%到 3%”的变迁，正是流通业这
40年里巨大变化的缩影。

从摸索探路到体系初建

流通业改革开放40年来，大致经历了
4个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大致从 1978 年到 1991
年，这是传统流通业改革的起步阶段。王
微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在这个过程中，流
通体系改革逐步放开了对商品流通的计
划管理，逐步打破了传统计划分配模式，
开始探索建立市场流通体系。广东财经
大学商贸流通研究院院长王先庆表示，这
一阶段，我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放开部
分日用消费品价格，允许个体户在市场上
自主销售，以“广货北上”为特色的内贸流
通体系初步形成。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
长傅龙成表示，改革初期原商业部在饮食
行业推行经营责任制，后来发展到小商
店、零售店内部班组核算，内部承包柜台、
门店承包、门店租赁等，总的来讲是着眼
于微观搞活、着眼于企业自身搞活，不触
动企业的所有制性质。

第二个时期从 1992 年南巡讲话到
2001 年入世前。在这一阶段，以邓小平
同志南巡为起点，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
定》的出台，我国初步确立了“建立统一、
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使市场能够
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发展目
标。王先庆表示，这一时期随着我国东南
沿海地区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数万个专
业批发市场纷纷建立，以满足工业原辅材
料和产成品的集散需要。同时，以沃尔
玛、家乐福等外资超市进入为突破口，迎
来了大型综合超市发展黄金时代。“这也
是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阶段，这个阶段除
了保留少数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之外，基本
上取消了计划分配和政府定价。”王微表
示，我国商品的资源配置和流通主要依靠

市场，价格也由市场决定的格局在这个阶
段基本形成。

第三个时期从2001年入世后至2012
年。这个时期我国现代流通体系初步建立
起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
国流通体系从过去的开放探索到更大程度
对外开放，极大促进了中国流通体系的组
织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王微表示，这个
时期我国逐步从传统流通业向现代流通业
转型升级，同时中国的流通企业开始发展
壮大，国际化进程加快，进而形成了能够进
入全球流通行业参与竞争的大型企业。

第四个时期从2013年到现在，流通领
域进入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中
国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流通业的
功能、地位和作用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
王先庆认为，流通业不仅要担负起去库存、
降成本、补短板的使命，还要促进产销协
同，“流通业开始发挥国民经济的先导性、
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王微认为，中国流
通体系从2013年开始就进入到向高质量
和现代化发展上来。

从引导生产到促进消费

过去40年，我国流通业总规模显著跃
升，流通领域产品供应极大丰富，供求格局
实现了根本性转变，多样化、多渠道、多层
次的市场流通体系基本形成。“我国现在已
经融入全球流通体系之中，成为最大的贸
易国家，也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王微说。
王先庆认为，在现阶段，随着工业化、

市场化、城市化进入中后期，流通业对国民
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一方
面，可以引导生产，即流通商通过消费大数
据、渠道控制权、物流进车间等途径，延伸
到生产过程中，甚至直接以定制生产、供应
链服务等方式参与生产决策。另一方面，
可以促进消费，即通过完善的流通体系、灵
活的销售方式、多样化的服务，尤其是个性
化、体验化的服务，改变居民的购物习惯和
生活习惯，促进消费规模扩大和升级。同
时，可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即流通业通过
发挥对经济的先导性、基础性作用，增强经
济体系的柔性、韧性和弹性，提升贸易能力
与生产制造能力的匹配度，从而减少盲目
生产、无序生产与经济运行中的浪费，实现
更大的财富价值。比如，当国际市场发生
变化时，可以较快地借助国内贸易渠道扩
大国内消费，缓冲出口受阻带来的压力。

此外，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流通领域广泛应用，流
通业正从量变到质变，大量新业态新模式
涌现，从智慧零售、智慧物流到智能生活、
智能服务，流通领域的创新引导着整个经
济领域的创新发展，使生产领域的创新更
具有科学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从规模化到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流通业发展的

条件发生显著变化，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
愈加突出。客观上也对我国流通业从规模
化向高质量发展全面转型升级提出了新的
要求。

王先庆认为，从一个角度看，新技术在
流通业的普及应用，使中国流通业在某些
领域开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尤其是流通
中的电子支付、快递配送普及率等，以移动
电子商务发展为载体，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为特征，使整个流通体系出现结构性变
化。从另一个角度看，经过10多年来的探
索，流通业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机制已基
本形成，初步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促消
费”模式和道路。以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和
进出口贸易融合为标志，流通业国际化趋
势向纵深发展。

与此同时，流通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
展能力越来越强，流通业对生产制造业的
引导和支撑作用更充分，尤其是工厂定制
化生产和农村电商大发展，使这种趋势更
加明显。中国覆盖城乡的贸易流通网络格
局基本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商业网点布
局也逐步完善，流通业开始从规模化向高
质量发展全面转型升级。

王微认为，未来我国流通业发展要通
过深化改革，更加注重市场导向。她表
示，当前我国流通体系发展正处在新的变
革时期，“消费带动、技术驱动、深化改革
动力，这是未来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流
通体系发展方向更加国际化、现代化、规
范化”。

记者：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商品流
通行业发展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单一
渠道、单一主体、单一业态向多元化、国际

化发展的壮阔历程。这期间，我国在商
业流通领域施行过哪些重要决策？

黄海：从 1985 年提出的流
通改革多种经济成分，多种

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
和 少 环 节 这“ 三 多 一

少”，到 1992 年决定
实行零售业对外

开放试点，再
到 2002 年

提 出 连
锁 经

营、物流配送、网上购物等流通现代化
主要任务，再到 2012 年国务院 39 号文
件明确流通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性和先导性产业。这些决策在当时造
成了轰动效应，但放到今天看仍然是非
常正确的。

以2002年初提出的连锁经营、物流配
送、网上购物三项任务为例，16 年后再回
首，这三项任务的提出非常准确，现在看只
是顺序调整了，网上购物调到最前面去
了。可以说，这三项任务极具前瞻性，并且
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记者：40年来，在政策引导下，流通业
取得了怎样的进步和变化？

黄海：一个典型的进步就是在我国
的各个行业中流通业对外开放较早，

1992 年 零 售 业 就 决
定在北京、上海、天津

等 11 个城市对外开放，大概到 1995 年左
右，又扩大到连锁经营企业的对外开放，
明确把引进外国连锁经营企业作为重
点，沃尔玛、家乐福这样的企业就是那时
候开始进入中国的。这一决定让我国零
售业在后来的开放之路上占据先机，甚
至在几年后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起到了促进作用。

另一个明显变化是流通主体、流通渠
道、流通业态的变化，由简单划一变成多元
化、国际化协同。从流通主体来讲，过去近
99%的市场主体都是国合商业，国是国营，
合是合作社、集体商业，但现在民营经济在
流通领域应该是绝对主体。从流通渠道、
业态来看，过去很单一的百货商店也实现
了多元化转变。

现在，国际上主要大型流通企业都已
进入中国，这其实是很罕见的。在美国就

看不到家乐福这样的公司，到了欧洲就会
发现沃尔玛也非常少，这一方面说明中国
的市场巨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市场的
开放度很高。

记者：身处历史大潮中的流通业从业
者有什么切身感受？

黄海：最大的感受就是社会从物质紧
缺走向了物质富足。内贸部时期我国一
直在统计 300 种生产资料、600 种物品的
市场需求变化。在 40 年前，这些商品都
是供不应求，现在都是供大于求，商品结
构发生了变化，流通业也随之发生了重大
变革。

这 40 年来，由于新型流通方式和现
代流通技术的结合打破了大中小城市之
间、城乡之间、各类消费群体之间、不同收
入群体之间，包括国家之间的界限和
鸿沟。

今年9月初，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有限股份公
司以2017年营收685亿元的成绩连续第三年入围
中国企业500强。从最初成立时的商贸企业到如今
的供应链企业，怡亚通的发展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流通行业的发展与变迁。

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与计算机刚刚进入中国内
地市场，需求前景广阔，但进口通关和付汇手续非常繁
琐，代理费比例能够达到所采购货物完税价值的3%左
右。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国辉凭借在
这一领域的专业优势，于1997年建立了怡亚通的前身
——深圳市怡亚通商贸有限公司，定位服务型企业，帮
助内地IT企业在香港采购电脑零配件。公司不参与
客户采购决策，仅收取代理采购服务费。这使得怡亚
通走上了供应链服务的第一环节，为上游供应商与品
牌商、生产企业提供对接和直采服务。

2001 年 11 月份，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引进来、走出去”成为中国流通业的主要业务。
2003年，商务部的成立开启了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流
通业发展新阶段。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
市场体系，形成内外贸融合一体化的流通格局，成为
流通业发展的新方向。怡亚通在这一年成为世界
500强企业思科的合作伙伴，在为其提供海外提货、
报关、通关、物流配送等服务的同时，实现数据共享。

这次合作使怡亚通认识到供应链带来的行业与
社会价值，周国辉认为应当帮助客户实现“物流、商
流、资金流、信息流”四流合一的一站式服务，打破传
统进出口贸易、分销代理模式，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
的供应链服务模式。

2009年下半年，怡亚通开始从服务型企业向平
台型企业转变，在快消品市场布局“380 分销平
台”。通过几年的运作，“380分销平台”的商业价值
愈发显现，并被上下游客户及市场广泛认可，怡亚通
的供应链渠道触角已经全面覆盖1级至6级城镇，
并能够起到整合和优化作用。

多年积累使怡亚通线下平台初具规模，2016年
11月份，怡亚通推出“星链计划”。利用星链云商、星
链友店等互联网工具，以线下分销网络为基础，迅速
实现对线下实体门店的渠道全连接，将丰富的上游商
品资源和线下实体商店对商品多样性的需求充分对
接。“供应链就是一个‘桥梁’，是上下游客户在交易过
程中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服务流高效运作的
桥梁，怡亚通把桥梁搭起来，形成更高效更好的客户
体验、更完整的交易、更有效的运营。”周国辉坚信，用
新流通推动新零售发展，赋能传统商店转型升级，一
定能够减少商品流通中的中间环节，降低流通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