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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经营
多因素驱动
高端白酒掀新一轮涨价潮
继春节白酒销售旺季涨价后，

房企巨头试水快消品行业

禁售后老年代步车该何去何从

在恒大快消业务折戟后，另一地产巨头绿地集团宣布进军白酒行业。 业内

7 月 1 日，北京市工商局启动违规销售电动车专项治理行动，禁止销

人士坦言，快消品属于生活日常用品，购买的频率很高。 而对房地产主要还是

售不符合要求的电动摩托车、电动三轮车、四轮车、老年代步车。 作为禁

买房的人在关注，且购买频率很低，与消费者的接触也远不如快消品品牌。 因

售非法车辆中的一种，老年代步车该如何治理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 随

此，地产企业涉足快消行业多少也有加大品牌渗透和市场认知的考虑，进军截

着相关标准的出台，明显不符合规定的老年代步车该何去何从，特别是

然不同的快消行业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地产企业的品牌渗透。

数量庞大的存量代步车又该如何处理？

（详见 5 版）

（详见 3 版）

高端白酒再掀涨价潮。 日前，洋河发
布公告，自 7 月 1 日起，多款产品上
调出厂价及终端供货价， 而在此之
前，泸州老窖和五粮液也有类似“动
作”。 夏季是白酒消费淡季，白酒企
业却为何频频掀起“
涨价潮”？

建设产品追溯平台
促进商贸流通升级
05

木须虫
商务部办公厅日前印发的《重要产品

摩拜“秀肌肉”
共享单车阵营对抗日渐明朗

追溯管理平台建设指南(试行)》，是在总结
前期肉菜等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试点
示范经验的基础上，对重要产品追溯体系

在被收购三个月后， 摩拜单车

建设的实质性推进。 重要产品包括食用农

终于亮出了多个重量级“武器”。 7 月

产品、食品、药品、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特

5 日，摩拜单车宣布全国范围内无门

种设备、危险品、稀土产品等种类。

槛免押、扫码入口登录美团首页，并

产品追溯体系建设是保证产品质量

首次展示了摩拜助力车产品。 摩拜

与安全的一种重要的管理方式，通过对产

的春风得意毫无疑问会挑动其他共
享单车企业的神经， 尤其是随着摩
拜入口正式入驻美团 APP， 共享单

品信息识别和查询使消费更加透明化，达

运动装备瞄准“她经济”

到规范商品流通市场秩序和倒逼生产者
履行质量安全保障责任的作用。 2015 年

车阵营对抗的局势也日渐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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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热衷于体育运动，女性运动装备的消费增幅也远超男性。 日前正在上海举行的 ISPO Shanghai 2018 —
——
亚洲(夏季)运动用品与时尚展专门打造了女性运动主题馆，针对女性群体推出最新最潮的运动装备和运动项目，深度挖掘“她经济”，

做电视收新飞造芯片
康佳转型发展“有点忙”
宣布破产后的新飞日前以 4.55

推动女性经济在运动产业的发展。

CNSPHOTO 提供

底，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
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全国追溯
数据统一共享交换机制基本形成， 初步实
现有关部门、地区和企业追溯信息互通共享；
社会公众对追溯产品认知度和接受度逐步
提升，追溯体系建设市场环境明显改善。

服务消费及品质消费增长势头迅猛

可见，全新出炉的指南旨在落实前述

亿元的价格被康佳收入囊中,这也使

2015 年的文件，明确国家、省级和第三方

康佳在白电领域增添了一定优势。

追溯平台的建设和互联互通标准，并吸纳

事实上，对于前不久宣布 2022 年实
现千亿元营收目标的康佳而言，对
新飞的收购仅是其主营业务的拓

结构升级 消费市场发展动力足

展，而对环保、半导体等领域的“大
跨度”涉足则将成为其转型方向。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 5 月

近期， 多地出台了完善房地产
调控的
“补丁”政策。 业内人士表示，
在近期地方的调控新政中， 不少是
对“人才新政”“摇号买房”等举措带
来的副作用进行的补救， 未来可能
有更多城市加入调控行列。 从调控
重心来看， 投机炒作仍是新一轮调
控
“组合拳”重点打击对象。

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 数据显示，
今年 1-5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149176 亿元，累计增长 9.5%，增速较去年
同期放缓 0.8 个百分点， 其中 5 月份同比
增长 8.5%，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 2.2 个百
分点。 另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统计，
1-5 月份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零售
额增速也有所放缓。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和大型零
售企业零售额增速的波动，引起一定的担
忧，比如回落趋势是否会持续，是否会对
经济增长带来一定压力。

短期因素造成数据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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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善产品追溯体系，信息管理平
台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通过平台
完成产品相关信息的采集、上传和开放查

本报记者 蒋永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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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楼市调控再加码
反炒房攻坚战打响

了前期的试点示范经验。

呈现很多亮点， 但很多并没有体现在相关

尽管 5 月份我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有所放
缓， 但近期新消费红利不断
释放， 正对消费发挥出更大
的提振作用。 对于下半年我
国消费市场的走势， 专家普
遍乐观， 特别是随着服务消
费占比不断扩大， 教育文化
娱乐、 医疗保健等支出占居
民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
升， 消费将继续成为经济稳
定运行的“压舱石”。

统计数据中。

然，信息始终是产品追溯的核心，其真实

首先是线上线下融合加速。 随着互联

性是产品质量与安全追溯可靠性的前提。

网企业与众多实体零售的联姻与合作，线

而从目前追溯体系建设的情况来看，产品

上与线下融为一体，这对于实体零售来说，

追溯的源头信息化还主要是企业或者产

是一次成长的机会。赵萍还认为，市场供给

品生产者的责任，监管等公共层面与追溯

创新加速，这为消费市场提供了更多支撑，

体系结合得仍不紧密，追溯管理平台要么

注入了更多新动力。 无论是线上零售企业

由企业自建，要么由行业共建，甚至由市

还是线下实体零售企业， 它们越来越注重

场的第三方企业提供信息服务。

引进优质的商品与服务。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分析我国经

这不但事实上造成了追溯管理平台
的碎片化，形成了行业、地域之间新的“信

济运行情况时表示， 我国消费需求加快升

息孤岛”，与信息一体化的潮流不相符。 而

级，带动作用增强，消费升级势头明显。 5

且客观上也让企业或者生产者成了追溯的
“
运

月份，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家用电器

动员”和
“
裁判员”，显然这其中存在不确定性，

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2.2%和 7.6%， 增速分别比上月加快 1.4

务消费增长迅猛的势态体现出来。

询，连接生产、监管与消费诸多环节。 当

和 0.9 个百分点； 化妆品类商品零售额保

特别是涉及食品、 药品等重要产品， 企业
“
自说自话”难具公信力。
事实上，追溯制度也是监管的一种方
式，印在产品包装上的信息识别码，并不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示，

对此，招商证券研报也认为，社消总额

5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比 4 月份回落

似乎越来越无法反映消费全貌，“2015 年

对于下半年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专

只是信息的载体，还应是监管符号，包括

较多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假日移动

至今，社消总额增速持续回落，但同时最终

家普遍表示乐观。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

产品追溯采集、上传和提供查询，都应当

效应。 去年 3 天端午节的假期是在 5 月

消费支出对经济的贡献却在快速提升。 举

研究所所长洪涛表示， 随着电商平台促销

由权威和封闭的渠道把控，而非仅仅只是

份，今年的端午假期是在 6 月份。 第二个

例来说，2016 年网上服务消费增量约为社

活动的加大， 传统消费淡季的六七月可能

简单的市场行为。 监管部门结合行业监管

原因是延期消费效应。 最近国务院公布了 7

消总额增量的 10.4%， 去年这一占比上升

会出现一定的增速反弹， 预计全年我国社

对产品追溯管理的合理介入，这对于重要

月 1 日开始起对汽车还有部分日用品降低

到 24.8%；此外，信息技术服务业 GDP 同

消总额整体增速应该在 10%左右。

产品的质量安全至关重要。 追溯平台更宜

进口关税， 不少消费者减少了当期消费。
“这些都是短期因素， 下一步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有条件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

比增速等指标也可以从侧面证实服务消费
需求的快速扩张趋势。 ”

消费市场发展动力十足

持 10%以上较快增长。

此外，随着个税改革提速，7 月起我国

纳入公共信息系统建设，建立全国统一的

1449 个税目的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大幅

专业管理平台，提高产品追溯的权威和信

调降， 汽车整车进口及零部件进口关税调

息安全管理的可靠性。

降， 消费升级接连迎来重磅利好。 与此同

应该看到，重要产品追溯管理平台的

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认为，今年以

扩大消费离不开零售企业，尽管增速

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正在从体制

建立，将为未来我国商贸流通行业的转型

来消费品市场增速放缓还有三个原因：一

有所波动，但零售企业依然勇于创新，为消

机制、流通环境、新增长点等方向联合发力

升级提供信息化依托。 信息化只是一种手段，

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基数已非常巨大，

费市场带来更多的热点和亮点。

促消费升级，释放出新的消费红利，助力我

重要产品追溯管理平台的本质是建立商

国消费升级。

业社会的呈现体系，减少不确定性，让商

长。 ”毛盛勇表示。

虽然增速有所减缓，但绝对值还是保持着

关于零售企业零售额放缓的原因，中

相当可观的规模；二是去年上半年基数较

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认为，在消费升级的

赵萍表示， 目前我国消费品进口占货

高；三是居民消费升级，向服务性消费加

大环境下，零售市场竞争加剧，网上零售、

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 15%左右，与欧美等

未来重要产品追溯管理平台能否高

速转变， 在商品消费上对质的要求提高，

实体店都在加大市场营销力度，营造更符

发达国家 30%-40%的比例相比，还存在明

效运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前期

而高品质、高性价比商品供给仍存在相对

合需求的消费体验，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

显差距， 而这也导致了我国消费品存在市

能否将不同平台、不同类别的数据协调和

零售额增速低于销售量增速的情况。

场空白， 即消费品无法全部满足人们的消

统一好。 此外，在建立统一的产品追溯标

不足的情况。

品交易朝着规范化、合法化的方向发展。

对于消费升级带来的影响，国家统计

由此可见，局部的数据并不能客观地

费需求，“随着国内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

准的基础上，应由相关部门或机构对产品

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

反映当下零售市场的真实情况，增速的回

扩大消费品进口将有效填补市场空白”。赵

追溯平台和体系建设进行协调与监管，有

认为，当前我国消费结构升级体现为由商

落并不能否认零售企业积极创新扩大消费

萍还表示，扩大日用消费品进口，将起到培

效防止企业“自追溯”“乱追溯”等问题的

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

的客观现实。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

育市场消费需求的作用， 为新产品进入市

发生， 切实发挥产品追溯体系的作用，更

研究部主任赵萍认为，当下我国消费领域

场奠定基础。

好地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总额只是商品消费的统计指标，不能将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