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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进化” 新零售能否激发消费市场？
逛超市买海鲜， 现场就能烹

饪加工， 吃完再回家； 没有收银
员， 24小时售货， 刷脸就结账；
蔬菜水果店、 便利店开进社区，
下楼就能满足生活所需……

“新华视点” 记者近期在多
地调查发现， 越来越多的新店面
出现在各大城市， 这些冠以新零
售标签的实体店， 让不少习惯了
网购的消费者再次回归线下购
物。 除了一些大型互联网企业纷
纷进军新零售， 传统商超、 传统
零售企业也在纷纷布局抢滩新零
售市场。

线上线下融合
新零售带来消费新体验

杭州市民陶女士已经习惯了
每天下班后到家附近的盒马鲜生
店， 现场购买食材， 厨师现场制
作， 吃完再回家； 北京的张女士
则习惯了下班前在盒马鲜生App
上下单， 指定好送货时间， 人到
家食材也正好送到， 再也不用在
冰箱囤蔬菜水果了。

对于 “咖啡控 ” 刘女士来
说， 公司和小区附近相继开了一
家网红咖啡店， 线上点单、 不用
排队、 无现金支付， 可以自提也
可以外送， 让她觉得喝咖啡更加
方便了。 这家新零售模式的咖啡
店和传统的咖啡门店对选址要求
较高不同 ， 店面不大 ， 布点众
多， 收获了不少粉丝。

记者调查发现， 在大数据 、
云计算等科技的加持下， 新零售
概念兴起， 开始改变不少人的消
费习惯。 自助结账、 刷脸买单、
最快30分钟送货上门等便捷的购
物方式 “吸粉” 不少。

互联网电商资深从业者、 新
零售专家李礼表示， 新零售不是
简单地在超市里加几把凳子、 几
张桌子， 多一些新奇的商品， 或
者简单上线一个App， 而是重构
了一种消费模式。

电子商务研究专家曹磊表
示， 新零售模式下， 传统零售与
电商之间是一种相互包容、 相互
弥补的关系， 线上与线下相互引
流 ， 线 上 展 示 、 销 售 商 品 ，
线 下 让商品更真实可触 ， 同时
为线上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及售
后服务。

跻身新零售行业的步步高集
团董事长王填认为， 新零售的诞
生其实对应的是消费者对更高生
活品质的追求， 首要考虑的是顾
客的便利性和需求。 “未来的消
费主流是90后、 00后， 他们有意
愿到店铺逛， 同时也会在线上订
购。 所以熟练掌握和使用互联网
工具、 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零售
企业受到欢迎。”

电商布局实体店
实体店开辟线上渠道

记者调查发现， 新零售其实

模糊了线上和线下的界限。 一些
大型互联网企业纷纷布局线下实
体店， 而传统商超、 传统零售企
业通过引入线上渠道布局抢滩新
零售市场。

记者粗略统计发现， 阿里 、
美团、 京东等大型互联网企业纷
纷布局线下实体店， 截至目前开
设了200多家线下门店， 而且均
有计划加大门店扩张数量。

传统零售商则纷纷对门店进
行数字化改造， 引入扫码支付、
自助结账、 配送到家等服务， 加
速线上线下渠道融合。 比如， 传
统超市永辉一方面开出数十家新
零售概念的 “超级物种”， 一方
面在传统店面推出线上下单送货
到家服务； 苏宁去年在全国开设
了4000多家 “苏宁小店”， 步步
高 集 团 也 进 军 社 区 生 鲜 新 零
售 业 态 ， 在 长 沙 开 设 百 余 家
“好爸爸社区生鲜店”。 此外， 传
统的天虹百货、 银泰也纷纷开辟
线上购物。

记者发现， 新兴的新零售实
体店多以生鲜产品和日用品为
主。 随着新零售概念的火爆， 咖
啡、 母婴产品甚至汽车都纷纷开
始用新零售打破传统销售模式。

比如 ， 苏宁易购 、 毛豆新
车、 弹个车天猫等汽车电商逐渐
兴起， 传统车企纷纷与这些新零
售公司合作 ， 打破传统4S店模
式。 天猫推出汽车自动贩卖机，

声称 “买车就像买可乐”。 汽车
自动贩售机外形酷似立体车库，
用户只要按下按钮， 贩售机内的
托盘便会转动， 随后一辆新车便
可 以 出 现 在 用 户 面 前 。 对 于
芝 麻 信用达到标准的用户 ， 还
能实现5分钟审核通过、 一成首
付、 支付宝缴月供的近无人化购
车流程。

据零售业内不完全统计， 在
我国20个大类的行业中， 包括农
林牧副渔、 计算机、 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 租赁和商务服务、 教
育 、 文化体育和娱乐等行业在
内， 已有15大类行业明确将新零
售的理念引入。

“新零售就是不断利用新技
术来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并不
断改善顾客消费体验。” 李礼说，
更多的消费者不再满足于商品本
身， 而更加注重个性化、 多样化
与体验式的消费过程。

新零售
如何助力消费市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8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8万
亿元， 同比增长9.0%。 业内人士
表示， 在新技术推动以及日益完
善的物流配送体系支撑下， 新兴
业态和传统业态融合成为消费市
场供给的重要途径。

201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

意见， 对实体零售企业加快结构
调整、 创新发展方式、 实现跨界
融合、 不断提升商品和服务的供
给能力及效率作出部署。

不少零售企业已经切实感受
到新零售的推动力。 苏宁零售技
术研究院院长王俊杰表示， 新零
售模式下， 线下门店最终会将消
费者购买力反哺到线上。 “苏宁
极物” 的线下门店开业后， 对线
上的销售产生正面影响， 线上营
业额提升 25% 。 有市场分析预
测， 未来数年新零售将保持年复
合增长率超过100%的高速增长，
2022年整体市场规模将达1.8万
亿元， 成为消费持续增长的重要
推动力。

业内人士认为， 新零售业态
目前还处于摸索的投入期， 尚未
达到成熟阶段。 一些新零售网红
店大举扩张的同时， 出现了不少
问题。 例如， 盒马鲜生虽然开店
数量越来越多， 但是也被曝光出
过期商品换标签、 海鲜不新鲜等
问题。 不少消费者表示， 不管是
哪种购物模式， 最看重的仍然是
商品的品质和便利性。

一些新零售专家表示， 不能
仅仅把新零售作为一个概念来炒
作， 在以科技智能引导和帮助传
统零售企业转型的同时， 应进一
步提升商品质量和服务， 更好地
激发消费市场的活力。

据新华社

每天上午补习3小时的数学课，
语文、 数学、 英语 、 物理4门课一
天连着上， 寒假只能玩几天……又
是一年寒假季， 却俨然成了 “第三
学期”。

火爆的寒假补课是弯道超车 、
培优提分的法宝 ， 还是拔苗助长 、
令孩子生厌的负担？ 寒假生活该如
何 “点亮 ”？ 记者在湖北 、 广东 、
辽宁等多地进行走访。

盼到寒假，补课成“标配”
平时每天6点半起床的上海一

所中学初二女生小马， 原本盼望着
假期能够睡到自然醒， 没有想到从
寒假第一天开始 ， 她依旧要6点半
起床赶去上8点半的补习班 。 “其
实我的要求不高， 只希望假期能有
这么几天， 能够睡到自然醒， 看看
小说， 跟同学一起疯玩， 不用再刷
几何、 力学、 文言文这些题 。” 小
马说。

和小马一样， 即将迎来 “小升
初” 的上海市民陆女士的儿子， 寒
假第一天就进入每日补课生活， 直
到腊月二十七告一段落， 春节休息
几天后还要继续上课。

面对记者发出的寒假里面哪天
孩子可以不用上补习班的询问， 陆
女士说： “好像也就除夕和年初一
到初五那几天了 ， 和班级同学相
比， 我还给他留了几天玩呢。”

记者询问几位中小学生家长发
现，早在寒假开始前两个月，很多家
庭都已经为孩子报好了补习课程 ，
一般春节前上课到腊月二十九 ，节
后初七开始上课，一直到开学，堪称
与校内课程和春节民俗的 “无缝衔
接”。 难怪一些中小学生抱怨，寒假
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三学期”。

武汉一家培优机构负责人告诉
记者， 一些一年级的学生也加入补
习班的大军中。 有些孩子一天上3
门课， 有的初中生语文、 数学、 英

语、 物理一天4门课连着上 。 午饭
家长直接点外卖送到教室来， 既不
耽误时间又放心。

补与不补，家长孩子都“纠结”
“孩子回家说 ， 班里几个要好

的同学都报了寒假培优班， 自己要
是不报班 ， 开学后就会被同学落
下。” 沈阳家长彭女士说 ， 不少家
长抱着不愿孩子落后的心态报了寒
假培优班。

真心不想让孩子补课， 可是又
不敢不补， 成为不少家长的最大纠
结。 “我同事的孩子也是读初二 ，
人家从初一年级就开始补习物理。”
武汉市民游女士的女儿读初二， 她
担心孩子在1年后的中考难以取得
好成绩， 提前两个多月就给女儿报
了某知名机构的寒假补习班。 尽管
精心准备， 但游女士心里也没有底:
“我也不知道这些补习班能不能帮
孩子提高成绩。”

孩子上四年级的广州的刘女
士， 是大家眼里的 “佛系 ” 妈妈 ，
尽管儿子班上其他同学都在早出晚
归地培优、 补习 ， 她都不为所动 ，
每个假期都是让孩子做完学校布置
的作业就算了， 但这个学期， “孩
子期末数学考了倒数， 看来我也必
须加入补习大军了。”

补课，很多也孩子不买账。 “我
讨厌上培训班。 因为我的同学都在
上培训班，也不能和我玩，我不喜欢
上完培训班还要写作业， 也不喜欢
培训班每隔几天的考试检测。 ”三年
级的沈阳小学洋洋抱怨说。

上补习班， 让家长钱包也不轻
松。 “培训老师劝孩子寒假上加强
班， 说是孩子基础好， 应该进一步
提升。 加强班1小时收费每人收费
300元 ， 一个假期20次课就是6000
元， 比平时贵不少 。” 沈阳家长张
女士说， 补不补， 都让家长得费心
“掂量”。

多彩的寒假，如何点亮
年年呼吁让孩子过一个正常的

假期，但补课仍然年年火爆，孩子假
期依旧不轻松。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
学院教授范先佐说， 很多培训机构
热衷于传递给家长各种压力， 而高
强度、填鸭式的培训方式，并不符合
教育规律，效果很差，甚至会招致孩
子对学习的厌烦，补课应该因人而异。

“寒假不能变为课堂教学的延
伸 。” 武汉一所中学负责人表示 ，
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来说， 利用寒假
重点补习弱项未尝不可， 但是盲目
培优并不可取。 家长和孩子不妨一
起制定寒假学习计划， 既保证适当
的学习时间， 又鼓励孩子参加一些
以培养兴趣为目的的活动， 如户外
活动、 旅游和亲子阅读等。

多位中小学教师认为， 孩子只
要在正常的上课时间跟上学习进
度，成绩就不会出现问题。即使孩子
一时成绩不好，也应根据情况“对症
下药”。在孩子完成假期作业的同时，家
长应增进与孩子的沟通， 让孩子在
游玩过程中释放压力，拓宽视野。

为了让学生合理安排时间， 度
过一个有意义的寒假 ， 江西 、 山
东、 江苏、 重庆等地的教育部门下
达寒假补课 “禁令 ”， 严禁中小学
校和在职教师违规补课， 严肃查处
“超纲教学 ” “提前教学 ” 的学科
类培训机构， 以务实的举措、 实际
的行动为学生 “减负”。

沈阳市辽中区教育局要求， 小
学1-3年级不布置书面作业， 4-6年
级经班主任与家长协商后， 可布置
协商性书面作业； 初中7-9年级可
根据校情、 学情， 布置选择性书面
作业 。 鼓励学生参加体育活动 、
综合实践活动 、 志愿服务和劳动
活动， 以小视频或照片等形式记录
下来， 便于教师评价学生作业完成
情况。 据新华社

补与不补，寒假补课 中了谁？

本 报 讯 （记 者 孙 艳 ）
记者昨天从北京贸促会获
悉， 始创于1987年的国际制
冷空调、 供暖、 通风及食品
冷冻加工展览会 (简称 “中
国制冷展 ”) 继在北京 、 上
海轮流办展之后， 将亮相武
汉、 重庆。

北京市贸促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 中国制冷展组委会
自2016年11月起， 多次派联
合工作组赴全国多个区域中
心城市和产业聚集地， 实地
考察能够承接超大型国际专
业展事的城市和场馆， 为中
国制冷展寻觅新的发展空
间。 经过两年多的调研， 经

组委会反复斟酌， 决定2020
年第31届中国制冷展在武汉
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展览面
积12万平方米； 2022年第33
届中国制冷展在重庆国际博
览中心举办， 展览面积13.5
万平方米； 期间单年双届中
国制冷展仍在上海新国际博
览中心举办。

据悉 ，2019年 ，“中国制
冷展” 将于2019年4月9日至
11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举办， 主办方将继续以推动
暖通制冷空调行业健康持续
发展为己任，打造集品质、服
务、 技术商机和社会责任于
一身的行业顶级展览会。

“中国制冷展”将亮相汉渝

1月22日深夜， 民警在贵广高铁线路上沿线巡查。 春运
期间， 成都铁路公安局贵阳铁路公安处榕江车站派出所每周
两至三次开展夜间巡查， 在深夜高铁停运后对辖区范围内贵
广高铁线路上的线缆、 栅栏、 排水沟等设施进行巡查， 排除
安全隐患， 确保春运安全。 新华社发

深夜巡查确保春运安全

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