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18日 星期三7
ECONOMIC DAILY

新闻深一度

本版编辑 李 瞳

“双11”等购物节相继兴起，交易额屡攀新高——

借力购物节 激活大消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华林

出售银行账户？这事不能干
重拳严打电信网络违法犯罪活动

本报记者 陈果静

总成交规模、单品交易额、商户和品牌
参与数量均刷新纪录，刚刚过去的“双11”
引领了新一轮消费热潮，不仅反映出我国
内需潜力巨大，更折射出消费不断升级的
态势。

从电商促销活动发展成为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消费节日，以“双11”为代表的各类
购物节为观察中国经济发展打开了一扇全
新窗口。业内专家表示，借力购物节，顺应
消费升级趋势，补齐供需短板，把超大规模
市场优势和消费潜力充分激发出来，是扩
大内需、增强市场活力的关键，也是加快构
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见证中国经济活力

近年来，“双11”“618”“818”等购物节
相继兴起，参与群体不断壮大，交易额屡攀
新高，其动力来自我国经济蓬勃发展。“购
物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益于居民收入
水平持续提高，线上消费能力不断增强。”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赵萍表
示，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呈现逐年升
高态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人均可支
配收入基本保持与GDP同步增长，这为线
上消费高增长奠定了坚实的购买力基础。

同时，网民规模持续扩大，进一步夯
实了线上消费的社会基础。目前，我国网
民人数已超过9亿人，互联网渗透率高达
64.5%，其中八成网民是线上消费者。新
冠肺炎疫情则进一步强化了居民线上消费
习惯，网民的消费规模、消费频次显著
提高。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线上新业态快速
迭代及高效的物流快递服务提升了购物体
验。赵萍表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电商平
台销售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大大丰富
了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利用新一代信息
技术，各大电商平台能够不断创新促销方
式和消费场景，实现售前精准推送，并持续
提升仓库发货、快递中转和末端配送等方
面的管理能力，极大提高了消费者的消费
意愿和消费新鲜感。

此外，城乡消费市场梯度发展也提供
了持久的增长动力。长期以来，我国城乡
消费市场呈现梯度发展格局，进一步拉长
了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生命周期，为电子商
务新业态拓宽了成长空间，也使得购物节
消费热点城市呈现出从东到西的持续发展
态势，为购物节每年销售额创新高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持。

助力扩内需促消费

“双11”等购物节的意义已经不仅是社
会消费的一次性集中释放，更重要的是为
供需联动提供纽带，为新产品、新服务、新
业态提供难能可贵的测试机会。“‘双11’已

从以传统打折促销为主的‘人造节’转变为
行业创新发展的重要风向标。”赵萍说。

通过各类购物节涌现出的新业态新模
式，给消费者带来了别具一格的新体验，也
为企业打开了一片广阔蓝海。例如，直播
带货给消费者带来了实惠和便利，并盘活
了万亿元农村消费市场；智能机器人分拣、
自动化流水线出库等物流服务让用户消费
体验更加优化，消费意愿持续增强。同时，
在各类购物节的消费时点上，各行各业加
速线上线下融合，传统生产组织模式及产
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不断被重构。

“尤其是在疫情之下，各类购物节通过
其在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区域发展方面的作
用，把消费对经济的提振效应发挥到了最
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
行院长盘和林表示，为帮助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产业带寻找新的商机，快速“补血”，天
猫聚划算“双11”推出“卖空行动，一起挺
你”产业带专场活动，带动全国2000个产
业带120万户商家参与，有105个产业带
成交额破亿元。

凭借快速整合生产、物流、销售等优
势，购物节还能迅速打通城乡产销对接通
道，解决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难题，在

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进一步释放下沉市
场消费潜力。例如，“双11”期间，苏宁推出
5万多场“村播”“厂播”，增加中小商家曝光
率和购买率，打造更多县镇“爆款”。同时，
通过源头直采、产地直卖等方式，简化中间
环节，畅通下沉市场和上行市场渠道。

经济增长添动力

“经过10多年发展，‘双11’购物节已
经成为衡量我国消费市场的晴雨表，能够
反映出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消费市场的走
势。疫情之下，这个晴雨表的作用更为重
要。”赵萍表示，今年“双11”销售额再创新
高，表明我国消费市场韧性强、潜力大，给
市场吃下了定心丸。

专家认为，借“双11”这股“东风”进一
步弥补供给和需求层面的短板，将成为未
来满足消费升级、保持我国消费稳定增长
的关键，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
要求。

从供给层面看，进口商品和服务供给、
线上服务供给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受疫情
全球大流行影响，境外消费转为境内消费，

“双11”期间进口商品销售持续走高。同

时，随着服务业数字化进程不断推进，线上
服务消费也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但是，
由于供给能力不足及线上服务消费起步晚
等原因，目前我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在规模
和质量上并未满足需求，线上服务消费还
不到线上消费的20%，占比过低。

“我们要继续打开国门搞建设，立足超
大规模国内市场和巨大内需潜力，积极鼓
励进口国内消费者需要的优质产品，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大力发展
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畅通进口渠道。”
赵萍表示，要进一步增强线上服务供给能
力，优化供给方式，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
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进程，为消费者购
买服务和享受服务提供足够的便利。

从需求层面看，居民收入水平不一、区
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间有差距等问题，
在客观上制约了消费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这就要通过增加就业、加大财政转移支付
力度、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来提升居民
消费意愿；还要通过进一步加大农村互联
网基础设施投入、打造智慧物流体系以填
平城乡之间电子商务的数字鸿沟，进而充
分激活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为我国经济
复苏增长积蓄后劲。

当前，以“双11”为代表的各类购物节已不仅是社会消费的一次性集中释放，更重要的是为供需联动提供纽带，为新产品、新服务、新

业态提供难能可贵的测试机会。借力购物节，顺应消费升级趋势，补齐供需短板，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消费潜力充分激发出来，已成为扩大

内需、增强市场活力的关键点之一。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市场似乎对
今年“双11”并无过高期待。然而，当各大
电商平台“双11”最终成交额定格时，数据
再创新高，人们亲身体验到市场正在复苏，
也由此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国内消费的巨大
潜力。

“今年涌现出许多新品牌，这不是偶发
事件，背后是有逻辑支撑的。”这个“双11”，
完美日记创始人陈宇文发出了过去10年
从未有过的感慨。眼下他和同事讨论最多
的就是“新品牌迎来了金子般的机会”。

数据显示，今年“双11”，天猫有474个
品牌成交额突破1亿元。其中，有不少新面
孔，如牛奶品牌认养一头牛、主打国风彩妆
的花西子、智能小家电品牌添可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
期间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
局。强大的内需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基础，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正在成为这个
时代扩大内需的重要着力点。

“包里装着完美日记口红，办公室茶水
间摆着元气森林气泡水，家里的厨房放着
火鸡刀筷消毒架，很多新消费品牌已经‘占
领’了生活中的各个场景。”云锋基金投资

副总裁孙小萌表示，电商平台大大降低了
消费品牌的创业门槛，让产品触达和品牌
传递效率更高，这是新品牌批量化涌现的
一大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线下供给大幅释放，也
成为今年“双11”一大亮点。“双11”期间，
饿了么携手星巴克、肯德基、麦当劳、必胜
客等大牌商家共同推出可多次使用的电子
卡券包。这种全新的“囤券”式消费，让原
本受限于供应链和消费特性的餐饮商家成
为今年“双11”的新主角之一。

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发展
中心主任陈端表示，从消费端数据看，今年

“双11”成绩亮眼，居民在线购物习惯进一
步巩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消费形态持续
多元化，带动了一些新业态崛起；从供给侧
看，越来越多的品牌厂商跑步进入“双11”
竞技场。

同时，随着农村基础设施配套的成熟，
电子商务在农村有了更好的使用环境。借
助遍布全国的电商配送体系，今年“双11”
中小城市和乡村用户成为新的消费主力。
如京东专门针对下沉市场发售超2亿件5
折商品、超3亿件新品。

同时，为了带给下沉市场更多优质
平价商品，“双11”期间，包括广东的
3C数码产品、浙江义乌的日用百货、江
苏的家纺、福建的纸品、河北的箱包等
优质优价的商品，以工厂直供方式发往
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此外，从10月份开
始的淘宝特价版“一元更香节”更是贯
穿了整个“双11”。

传统外贸企业也在“双11”感受到了
国内市场的强大。扬州曙光牙刷厂总经
理屠新业表示，在遭遇外贸订单“砍单”
后，该企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国内市场，
并持续拓展线上业务。“通过电商平台，我
们与渴望消费升级的国内用户之间有了
连接。现在，我们正在生产更高品质、更
高性价比的电动牙刷来满足国内消费
者。”屠新业说。

“‘双11’的巨大订单，以及支撑订单顺
利完成的生产、支付、物流等系统，构成了
中国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成为推动国内
经济持续复苏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财经
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钟鸿钧表示，

“双11”已成为观察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的
窗口。

“双 11”已成观察企业创新窗口
本报记者 王轶辰

11月11日，市民在广州首届城市购物节线下实体店购买商品。今年“双11”期间，广州举办首届城市购物节，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打通
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助力扩大内需市场，推动消费升级。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摄

日前，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
会议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断卡”行动，严厉打击整治非法开办
贩卖电话卡、银行卡违法犯罪行为。

“断卡”行动启动以来，广东省共抓获涉“两卡”违法犯罪嫌
疑人4200余名，打掉涉“两卡”黑灰产团伙317个，捣毁犯罪窝点
617个。同时，有2421人因出售出租出借银行账户、个人银行卡
等失信行为被惩戒，失信人将受到5年内只能使用现金消费，不
能使用移动支付功能、不能注册支付宝账户和开通微信支付等
惩戒。

四川省成都市则对20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共
打掉贩卡团伙36个，缴获银行卡574张、电话卡5.4万张。同时，
成都对首批1376名非法出租、出借、出售、购买“两卡”的人员实施
惩戒措施，其中包含银行卡惩戒1243人，电话卡惩戒133人。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针对近年来日益猖狂的电
信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相关部门在全国开展“断卡”行动，对非法出
租、出借、出售、购买银行卡、电话卡的行为实行惩戒，一大批违法
失信人员受到惩戒，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有助于从源头上斩断

“两卡”产业链，铲除滋生诈骗行为的土壤。
“支付是经济交易活动的基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账

户，为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便利，这是电信诈骗行为得以滋生蔓
延的原因之一。”董希淼认为，对出售、出借、购买银行卡或者支付
账户的个人或机构，采取暂停其银行账户非柜面业务、5年内不能
使用微信和支付宝支付等措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采取上述惩
戒措施，能够让失信人员有“切肤之痛”，是提高其违法犯罪成本的
一种务实方式。

人民银行提醒，出租、出借、出售、购买银行账户或者支付账户
是违法犯罪行为，影响单位或个人信用记录，且需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对公安认定的出租、出借、出售、购买银行账户或者支付
账户的单位和个人及相关组织者，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
系开立银行账户或者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个人，银行和支付机构5
年内暂停其银行账户非柜面业务、支付账户所有业务，3年内不得
为其新开立账户。

董希淼表示，出售、出借、购买银行卡或者支付账户的个人或
机构，除了5年内不能使用微信和支付宝支付等措施外，还应将其
失信行为纳入央行征信、百行征信等征信机构，对其办理其他金融
业务加以限制，进一步提高其违法成本。

此外，专家还提醒广大金融消费者，要妥善保管自己的银行
卡及支付账户，切不可贪图小利而出售、出租、出借。银行卡一
旦丢失，应及时更改密码或挂失、补办。如已将个人银行卡、支
付账户出售、出租、出借的，应尽快注销或报告公安机关。对银
行网点和支付机构来说，应加强对违法办卡、出租账户行为的识
别和监控，采取措施减少出租、出售银行账户和支付账户行为的
发生。

在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彭城镇炉上
村，一家电商企业工作人员正在直播带货。

郝群英摄（中经视觉）

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银行网点的功能越来越多地搬到网上、
手机上，目前银行业务的离柜率接近90％。面对银行智能化的趋
势，老年人的体验感受如何？老年人的金融服务还有哪些痛点需
要解决？记者11月11日到北京多家银行网点进行了采访。

北京69岁的冷阿姨是一名退休教师，性格外向、思维活跃，但
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还是让她感觉“有些应付不来”。“我下载了
手机银行，孩子也教过我，但还是不敢用，主要担心万一操作不当
会造成损失，所以更愿意去银行网点办业务，心里踏实。”

如今的银行网点与以往不同，在智能化转型的背景下，传统柜
台逐步减少，智能设备的投放大大增加。老年人能否适应智能银
行的体验？能否享受到智能化带来的便利？

“老年人习惯面对面的金融服务，对智能机具使用存在一定畏
难心理。为此，我们加大了大堂工作人员的配置，对需要帮助的老
年人专门引导，全程陪同。同时保留了两个现金柜台，这部分业务
的办理以老年人为主。”农业银行北京铁道支行行长赵萌表示。

老年人愿意去银行网点的原因，除了安全、踏实，更重要的是
服务体验。“人老了，眼睛不好使，动作也慢，总怕别人觉得烦。银
行工作人员非常耐心的指导让我感觉很贴心。”冷阿姨说，“设备先
进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的服务。”

“我们在标准化的服务流程之外，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增
加了更多针对性的细节，包括服务时的音量、提供不同度数的老花
镜等。”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理财经理程姗表示。

在程姗看来，提供贴近老年客户群体需求的设备是最基础的，
更重要的是要尽力帮助老年人适应智能化的趋势。“我们经常会邀
请老年客户到网点进行相关培训，同时鼓励他们进行实际操作，帮
助老年人掌握新技能、适应新潮流。”程姗说。

服务提升的背后是制度保障。建行北京市分行将特殊群体服
务纳入业务发展规划，将其视为网点日常管理和经营活动的基础，
制定了《特殊群体营业网点服务规范》《网点应急服务指南》等多项
针对特殊群体的制度规范，提升全行服务意识及服务能力。

“未来银行业智能化发展的核心难题，是如何对老年人等特殊
群体更友好，这是银行的社会责任，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精力和耐
心。”赵萌表示。

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出倡议，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深化网点
转型的过程中，要关注人民群众尤其是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金融
支付需求，既大力发展线上服务，也适当保留柜面服务和现金存取
设施，保障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对于金融服务还有哪些需求？受访的多位老人表示，希望能
加大对防诈骗、投资理财等方面的金融知识的普及宣传。

“金融诈骗防不胜防，哪些金融风险需要警惕？我平时会看新
闻学习，也希望能有机会从银行这些专业机构学习到更多的金融
知识。”北京73岁的退休医生陈阿姨表示。

值得欣喜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部分老年人对智能化应
用的接受程度和使用能力也在提高。63岁的王阿姨正在农业银
行的一家网点办理开通网上银行业务。“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用起
来很方便。面对新趋势，我们老年人要勇于面对，努力跟上时代潮
流。” 文/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 吴 雨

（据新华社电）

传统柜台减少 智能设备增加

老年人金融需求如何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