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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台“5G＋8K”转播车将启用

新闻回放：由超高清视频 （北京） 制作技术
协同中心主导设计、集成建造的全球首台“5G＋
8K”超高清视频全业务转播车近日落成，并将投
入今年篮球世界杯“5G+8K”的转播实验。

点评：转播车被称为电视制作转播技术“皇

冠上的明珠”，集聚了电视台拍摄、制作、传输、

存储等各项功能。当前，在超高清视频制播高端

技术被国外把持的情况下，国内转播车完成的国

产替代来之不易。同时，这也为促进国产化超高

清视频装备应用，从技术和应用上推动国内 8K、

4K超高清产业链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国内宠物市场规模突破2000亿元

新闻回放：近日，在亚洲宠物展上发布的
《2019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19年中
国城镇宠物整体消费规模将达 2024 亿元，比
2018年增长18.5%。

点评：随着消费升级，宠物消费已经成为不少

家庭的刚需，宠物正从“附属品”向“陪伴者”转化，

宠物用品、宠物医疗、宠物美容等细分领域受到消

费者追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中国宠物行

业尚无巨头企业诞生，行业主体仍处于“小散乱”

格局，由于行业不规范导致的消费问题时有发生。

宠物行业高质量发展，仍然需要市场行为的规范

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5家五星级酒店被“摘星”

新闻回放：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近
日发布公告称，通过暗访发现部分五星级饭店的
卫生和消防安全问题严重，服务不规范问题突
出。决定对 5家饭店予以取消五星级旅游饭店资
格并限期整改。

点评：五星级酒店近年来频频爆出负面新

闻，致使高档酒店形象受到重创。更值得关注的

是，此次受到处罚的原因，很多都是由于消防、

卫生等基础问题不达标造成的。最基本的服务都

没做好，实在是不该发生在高档酒店身上。同

时，这也为酒店业敲响了警钟，不能只顾外表光

鲜，更要练好内功，让“星级”评定真正反映酒

店的软硬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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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亿人次观展，21.9万人询价——

网上逛车展 购车新潮流
本报记者 佘 颖

提起网络车展，往往被当作线下车展的补充。此次打造的独立网络

车展颠覆了传统线上车展形象，丰富的线上展示、及时的需求对接，构建

出不亚于线下车展的氛围和配套服务。汽车经销商通过网络车展收获

了有效需求，消费者也从网络车展上得到了不少实惠——

去年市场规模为205.3亿元

库存电商做大尾货生意
本报记者 钱箐旎

当前，物流业正在全力破

解快递包裹的环保问题，一系

列绿色物流技术投入使用并

取得良好效果。但要注意的

是，物流行业仍存在上下游协

同有待加强、成本压力较大、

回收体系有待健全等问题。

下一步，邮政管理部门将加强

法制和标准体系建设，加大绿

色技术和产品供给，强化多方

共治的管理体系建设——

推进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循环利用——

快递业绿色发展在提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梁剑箫

中国邮政近期中国邮政近期

启 动 绿 色 邮 政 行启 动 绿 色 邮 政 行

动动，，工作人员在讲工作人员在讲

解邮政智能邮筒解邮政智能邮筒。。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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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2019中国快递‘最后一公
里’峰会”上发布的《2019中国快递绿色
发展现状与趋势报告》显示，中国快递业
务量连年攀升，包装使用绝对量持续增
长，资源消耗和污染问题迫在眉睫，生态
环保压力日益增大。

“大力推动行业绿色发展，是业内上
下游企业共同的责任。”国家邮政局副局
长刘君表示，当前物流业正全力破解快
递包裹的环保问题，并在快递包装“瘦
身”和材料循环利用方面取得了初步成
效。特别是今年以来，在推进包装绿色
化、减量化、循环利用等方面成效显著。

绿色物流取得进展

在“2019中国快递‘最后一公里’峰
会”现场，京东快递展示的“鸡毛信”智能
安全箱，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据现场
工作人员介绍，当消费者在寄件下单选
择“鸡毛信”功能时，快递小哥会送上智
能安全箱。该安全箱采用高纳米材料，
集合了 GPS定位、RFID技术、扫码开箱
和语音提醒等功能，并且防摔防撞、防
水、防高压，实现了包裹实时追踪，确保
寄件过程更加安全、透明。

与此同时，今年4月份，百世集团开
启“绿意再生”计划，并在百世全网站点
推动环保植物塑料袋 Nbag的使用。截
至目前，从快递包装PE袋“Nbag”，到全
面电子面单、循环应用集包袋，百世快递
已实现多维度为快递“减负”。据测算，
百世快递如果选用环保 PE 袋，每年能
节省约 900 吨塑料用量，并且从快递袋
生命周期评价来看，全年将减少 903 吨
左右的温室气体排放，相当于 5 万棵树
全年吸收的二氧化碳含量。

通过技术创新解决物流行业面临的

环保压力，是实现绿色发展的主要途径
之一。峰会展位上，菜鸟智慧物流展示
的“拉链纸箱”也颇有特色。记者发现，
区别于传统纸箱，“拉链纸箱”没有胶带，
独特的拉链设计，可实现三秒开箱，特别
是纸箱上的波浪双面胶设计，使得“拉链
纸箱”可耐受零下 40 摄氏度到零上 80
摄氏度温域，保证了在中国任何地区的
气候条件下都可以安全使用。

为了推动行业绿色发展，邮政、顺
丰、京东等企业也纷纷建立绿色包装实
验室。邮政企业在 30 个省完成配发绿
色包装箱，在北京和河南试用可降解包
装袋；顺丰丰景计划推广应用紧固包装，
累计节省用纸约 115 吨，节省编织袋材
料80吨，减少气泡膜使用量约500吨。

刘君介绍，为了推动行业绿色发展，
行业率先探索快递废弃物的垃圾分类装
置，目前已有 1 万个邮政快递网点安装
启用。同时，推动建设了一批绿色网点、
分拨中心，实现土地、能源、水的节约利
用。目前，快递企业投入使用新能源汽
车的数量已达2万辆。

绿色包装仍需推广

今年年初，国家邮政局开始大力推
动实施“9571工程”，即到 2019年底，电
子运单使用率达到 95%、50%以上电商
快件不再二次包装、循环中转袋使用率
达到 70%、在 1 万个邮政快递营业网点
设置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

“从目前来看，营业网点设置包装废
弃物回收装置的目标已经完成；电子运
单使用率已经达到 95%；电商快件不再
二次包装的比例已达 40%，循环中转袋
使用率已达 50%，实现全年目标的压力
不大。”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司长冯力

虎说。
不过，邮政业绿色发展还存在上下

游协同有待加强、成本压力较大亟需财
政予以资金支持、社会垃圾分类和回收
体系有待健全、绿色供给不足、行业生态
环保法规标准尚需健全等一系列问题。

尤其在包装箱方面，据国家邮政局
组织测算，快递与电商分别占比 33%、
67%；在塑料袋方面，快递与电商分别占
比 44%、56%；在胶带方面，快递与电商
分别占比 62%和 38%。冯力虎认为，包
装来自电商平台及卖家的塑料袋和纸箱
占比高，单纯地在快递领域开展治理难
以达到理想效果，需要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共同参与。

但是，受到整体经济环境影响，快递
业面临成本居高不下、利润率低的难
题。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快递企业，盈
利能力较差，生存压力较大，很难有足够
资金投入到生态环保领域。根据前期开
展的试点结果显示，由快递企业自行搭
建和运营回收网络也极大地增加了运营
成本，绿色包装的大规模推广存在阻力。

此外，《电子商务法》《快递暂行条
例》中虽然规定了快递绿色包装条款，但
没有设置相应的罚则，对未按规定履行
相应义务的企业，邮政监管部门无法执
法查处，法律规定的落实缺乏有力保障，
不利于相关绿色环保要求在行业更好地
落地实施。

绿色发展多方共治

去年，在全国政协第二次网络议政
远程协商会上，不少委员提出，要完善相
关法规标准、推广绿色包装产品。如今，

“9571 工程”已成为全行业生态环保的
年度重点工作，国家邮政局按季度组织

召开主要品牌寄递企业生态环保工作座
谈会。

冯力虎表示，下一步，邮政管理部门
将全面贯彻落实《国家邮政局关于全面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加强法制和标准体
系建设，加大绿色技术和产品供给，注重
发挥试点示范引领作用，加强监督管理，
强化多方共治管理体系建设，着力推进
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和可循环，推进
行业节能减排，稳步推进行业绿色高质
量发展。

在加强法制和标准体系建设方面，
需健全快递业绿色发展法律体系。目
前，正推动修订《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
办法》，增设生态安全内容，《快递包装基
本要求》行业标准也正在研究制定中。

在加大绿色技术和产品供给方面，
鼓励企业加强与相关领域高校、科研机
构合作，推动邮政行业产业发展的关键
性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系统集成。在
此过程中，还将注重发挥试点示范引领
作用。

“快递包装涉及电商、快递、消费者
等多个层面，在推进快递业绿色发展过
程中，要推动强化多方共治管理体系建
设。”冯力虎认为，在企业层面，要加强寄
递企业绿色环保教育培训力度，提升企
业和从业人员的节能环保意识，从源头
主动实行包装的减量化和可循环；在消
费者层面，要探索建立消费者激励机制，
积极引导消费者参与到快递绿色消费
中，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绿色产品选
择；在部门协作方面，要发挥部门合力，
推动电商快递立足双方业务的紧密联
系。此外，还要强化宣传引导，引导消费
者践行绿色低碳的用邮生活方式，营造

“绿色用邮，人人有为”的良好氛围。

今年以来，车市始终在低位徘徊，经
历了国五向国六排放标准切换时的促
销，汽车厂和经销商都在发愁下半年的
生意。就在这时，一场线上车展为中国
汽车产业打开了一扇新大门。

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
业分会与汽车之家共同举办的全球最大
线上车展，自 8月 18日正式启动，截至 8
月23日1时16分，网上车展累计浏览独
立用户数突破 1 亿人，经销商互动询价
达到21.9万人。

对于正处在低谷中的汽车产业来
说，这场网络车展既是一场及时雨，又是
一次汽车消费线上线下互动的 O2O 转
型，它很可能影响未来的汽车消费行为。

从销售端看，随着“80后”“90后”成
为购车主力，消费者的购车习惯正在改
变。汽车之家董事长兼 CEO 陆敏通过
大数据发现，目前 90%的消费者选择先
上网选车，再线下进店。

“从数据来看，中国消费者平均花费
10 周时间线上选车，美国、欧洲也如此，
都会在网上花费 1 个月到 2 个月时间收
集信息，然后再花一个月时间线下购

车。”陆敏介绍，汽车之家之前也做过多
场网络车展，但都是在配合线下车展，这
次818车展是完全独立的网络购车节。

据了解，从预热阶段开始，网络车展
就有 80 个品牌 340 多个车系参展，而且
举办了粉丝节、创作者大会、车模大赛、
车主节等活动。8 月 18 日当晚，汽车之
家还联合湖南卫视举办了一场“汽车春
晚”,收视率排名当天同时段第一，足以
说明这次网络车展的人气。

此次线上车展不仅是畅销款车型的
集中展览，更是一次汽车品牌营销和销

售模式转型。经销商获得了一系列活动
积攒下来的巨大流量，车企和经销商不
仅能拿到购车意向线索，还能拿到数据
报告，得知自己哪款车型最热门、消费者
最关注哪种功能，等等。这些数据取决
于网上观展人群的鼠标、手指在哪里停
留，观看什么视频的时间比较久，收藏什
么内容比较多。

更重要的是，线上车展跳出了地域
局限。汽车之家通过数据发现，相比去
年同期，目前一线城市之外的低线城市
购车需求与销量出现“双降”，但与去年

下半年相比却是上涨的。因此，低线城
市的需求能不能再次被激活，将决定车
市下半年销量能否实现全年预期。

一般情况下，低线城市的消费者不
会被北上广的车展打动。但如今，足不
出户就可以在网上逛车展、享优惠，将激
发低线城市消费者的购车欲。

此外，参加线上车展的厂商成本付
出远低于线下车展，但收益至少翻倍。
也许这将改变中国车展的玩法，也为消
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了汽车销售中
许多需要调整的地方。比如，消费者在
购车过程中抱怨最多的是车价信息不透
明、虚假优惠促销、到店告知必须购买捆
绑项目才可提车，等等。”陆敏说，当前中
国消费者习惯货比三家，究其原因还是
对商品不放心、不相信。所以，无论哪家
主机厂以及 4S店率先做到产品透明、车
况透明、库存透明、收费透明、服务透明，
就会优先具备竞争优势。如果品牌以及
4S 店能够建立起消费者的信任、缩短价
值链，甚至将购车步骤提至网上提前下
订单，就可相应地改进消费体验。

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熟悉“库存电商”这一名词。艾
瑞咨询日前发布的《中国库存电商行业研究报告》，将库存
电商这一新角色带入了大众视野。

库存电商是指上游品牌方或代理商借助线上交易平
台，向下游直接或间接触达消费者，提供库存商品交易和相
关服务，以清理库存处理尾货。如今，库存电商已成为资本
寒冬中的亮点，不少资本看上了库存电商消化库存的刚需。

数据显示，2012年李宁曾花费逾10亿元清理库存，致
使公司上市以来首次亏损；2017年，特步花1.5亿元将全渠
道中 2015 年前生产的产品全数回购集中处理，导致特步
2017年净利润下降25%至35%。不难看出，库存管理不当
很容易造成企业业绩下跌。

《报告》显示，2018 年库存电商行业市场规模为 205.3
亿元，其中S2b2C类（大供货商—渠道商—顾客）库存分销
平台的市场规模为130.3亿元。预计到2022年，S2b2C类
库存分销平台市场规模约为 1500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84.2%。据悉，现阶段库存电商行业内 S2b2C 的企业量级
在100家到150家左右。其中，爱库存在2018年网站成交
量达到 30 亿元，市场占有率超过了 23%。此外，过去两年
间，库存电商领域仅对外公布的亿元级别融资就有近 10
次，累计总融资金额约50亿元。

从趋势上来看，当前传统电商由互联网人口红利带动
的盈利空间即将达到天花板，盘活存量成了重中之重。库
存电商的低获客成本，以及在盘活存量流量方面的优势，将
形成未来市场的新趋势。

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徐炳东表示，库存电商可以说是
一个真正的“风口”，它在提高商品流转效率的同时，也创造
了巨大的价值。

首先，库存电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品牌商、商业端用
户、消费者三方的痛点。在看似零散的交易行为背后，其实
是库存电商平台对消费者的聚焦，提高消费者的复购率和
信任度；其次，从行业赋能来看，库存电商塑造了可持续的
商业模式，盘活了平台内外资源，形成多方协同效应，为广
大品牌商摸索出一条高效、高质的去库存之路，解决了产能
过剩问题；最后，从社会赋能角度看，库存电商整合了社会
闲散劳动力，驱动人们从就业到创业的升级。

目前，库存电商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未来还需从技
术、运营、渠道等维度入手，将平台的角色从“工具”升级为

“生态”，才能取得长足发展。比如，深入应用人工智能、物
联网等技术，对消费者喜爱的商品开展更“聪明”的推荐，进
一步推动“货找人”，还要通过物联网技术来提升供应链管
理效率、物流效率。此外，库存电商平台还需要不断精细化
运营，无论是平台品控能力、销售能力、商品周转速度都依
赖于运营手段，只有不断迭代升级，才能满足消费者越来越
个性化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