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 13
2019年4月8日 本版主编：孙净易 版式策划：戴喜龙 责任校对：玉 峰

清明小长假：踏青赏花拉动新消费

“2018年中国数字经
济规模达31万亿元，在国
民 经 济 中 的 比 重 超 过
1/3。”这是来自国新办数
字中国建设峰会有关情况
发布会的数据。

记者注意到，目前中
国也正在加快推进数字乡
村建设，进一步缩小城乡
数字鸿沟。作为数字经济
的先头兵，各大互联网企
业正在加速下沉，甚至看
上县、镇、村的生意。这些
地方到底有什么“金矿”？

互联网企业看上县城

生意

一向走在技术前沿的
互联网企业，业务正在加
速下沉。除了已经尝到“甜
头”的拼多多，58同城、国
美、滴滴等互联网企业都
在加速布局。

一个典型代表是，在
国美公布的2019年开店计
划中，除了700家加盟店
外，就是预计新开的1000
家县域店。

58同城的下沉业务58
同镇布局也在加快，开通
1年多时间，截至2018年
12月，已开设1万多个乡
镇信息站点，覆盖31个
省、325个地级市、2172个
县区。

河北某小镇青年锅锅
(化名) 对互联网企业业务
下沉深有体会，他接受记
者采访时称，“外卖早就可
以订了，现在网约车都能
开到村里了。”

事实可能更具说明
力。一些企业待崛起后，城
市用户才发现“原来还有

这个”的APP，例如小镇青
年喜爱的快手、WiFi万能
钥匙等，动辄几亿的用户。
且其用户群体大部分是三
四线城市甚至县城用户。

县城市场还是一片蓝

海？

“高大上”的互联网，
为什么业务都在扎堆下沉
呢？

58同城CEO姚劲波接
受记者采访时称，下一个
十年，最大的互联网红利
一定是在乡村。姚劲波说，

“因为现在农村通讯等基
础设施越来越好，未来农
村地区购物、找工作、找房
子等等本地化的服务和城
市一样，都可以在互联网
上完成。”

拼多多给记者提供的
资料也显示，以前一度滞
销的河南中牟大蒜，现在
通过拼多多打包卖到了北
京，价格只有超市的四分
之一。做到这样，想不销售
火爆都难。

在近日举行的新经济
100人2019年CEO峰会上，
很多互联网创业者和资本
方都认为，县城、农村市场
还是一片蓝海。红杉资本
中国基金合伙人刘星称，
中国的消费市场是一个分
级分层的市场，“不能认为
县、镇、村就比不上北上广
深。”

不过记者注意到，目
前大部分互联网企业业务
都是下沉到镇。例如，58是
做了“58同镇”而没有做

“58同村”。
在上述峰会，专注服

务三四五线城市的新能源
汽车新零售的什马出行创
始人宁锐认为，“零售的场
景应该是最多到镇就可以
了，因为再往下，短期的
话，企业没能力也没机会
覆盖。”

下沉不是单纯业务

“翻版”

下沉有下沉的玩法，
尚美生活集团创始人、董
事长兼总裁马英尧称，进
县城是难啃的骨头，因为
市场需求密度不够，“我们
在县城开连锁酒店，做了
1000家酒店的时候才刚刚
盈利，而如家当初200多家
店的时候就上市了。”

“基于这个特点我们
不得不去做规模，前期投
入很大，然后到了一个阶
段之后就会迅速爆发。”
马英尧说。

“翻过一座山，乡音就
不同。”刘星认为，企业业
务下沉一定要找到适合当
地的打法。拼多多深谙此
道，在一些电商专注一二
线大城市，营造护城河时，
拼多多反其道而为之，做

“农货上行”，在护城河外
面又开了条河。

汇通达总裁徐秀贤
说，县城农村市场虽然是
蓝海，但也是浅海，地域差
异特别大，五颜六色的，熟
人经济突出，“你首先要做
的是获得当地信任。”

“我们以夫妻店为切
入口，一是因为夫妻店经
营多年，当地农民比较信
任；二是成本很低；三是野
蛮生长、草根生长，自己成
长的动力很强大。”徐秀
贤说。

如何获得当地消费者
的信任，方法需要多样化。
如，2月份58同镇在河源市
联合当地环保协会开展水
源保护和垃圾回收行动，
并称“赢得了村民的欢迎
与拥护”。姚劲波认为，今
天在城市里面出现的东
西，在乡村会有另外的版
本出现。

有互联网分析人士持
相同观点，互联网企业下
沉，不会是现在商业模式
的完全“翻版”，否则电商
领域就不会有拼多多了，
阿里、京东足矣。你说呢？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据经济之声报道，清
明小长假，衣食住行等都
迎来消费高峰。在旅游方
面，有关机构预测，有超过
1.1亿人次出游，民宿预订
量相比去年同期已经增长
约五成；在饮食方面，江浙
沪时令小吃青团受到热
捧，有数据显示，销量环比
增长超过500%。今年的清
明小长假还有哪些消费新
趋势？

携程发布的大数据显
示，由于清明节小长假只
有3天，中短途游成为不少
人的选择，在国内踏青赏
花格外受到青睐。根据预
定情况，十大赏花景区榜

单已经出炉，它们分别是
武汉大学、江苏太湖鼋头
渚、江西婺源、西藏巴松
措、杭州西湖、南京明孝
陵、上海海湾国家森林公

园、云南罗平、安徽宏村和
江西庐山。

值得一提的是，高铁
已经成为踏春赏花最主要
的出行方式。携程数据显

示，在前往婺源、上海、长
沙等地的赏花游客中，平
均有75%左右选择高铁作
为交通工具；而乘坐高铁
前往苏州、杭州、南京、无
锡等地赏花的旅客占比也
都超过了六成。

到乡间田野踏青赏
花、寻找野趣也带动了民
宿热。途家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清明节小长假，民
宿预订量相比去年同期增
长约五成。其中，山西晋
中、江西上饶、江西九江的
预订量同比增速超过了20
倍，三四线城市的出游订
单数量持续增长。

在“吃”的方面，江浙

沪一带的时令糕点青团受
到热捧。天猫和苏宁的数
据显示，最近1周，有121万
人搜索“青团”这一关键
词，近期销量环比增长
509%。其中，传统甜口的豆
沙青团仍然是最受欢迎的
青团味道，无论是搜索还
是购买量都继续呈现上升
趋势；不过，咸口的青团也
有市场，雪菜笋肉青团、辣
味三丁青团、腌笃鲜青团
等都加入了今年的青团

“咸甜之争”。
在“买”的方面，苏宁

的数据显示，防晒品销量
同比增长37%，春装销量同
比增长92%，便携椅销量则

同比增长645%，其中，便携
椅的消费者中，“65后”女
性占到近25%。有消费者
说，随着天气不断转暖，外
出走走、晒晒太阳是个不
错的选择，相应的装备也
得跟上。

有意思的是，围绕宠
物经济，今年清明小长假的
消费出现了一些新趋势。苏
宁易购平台上宠物背包的
销量同比增长了近五成，带
着自家的萌宠出游成为新
风尚；淘宝上宠物殡葬行业
成交订单数同比增幅则达
到102%，宠物殡葬服务也
正在逐步走向“绿色化”。

（据《天下财经》）

保险费增速近20% 监管部门开出46张罚单
日前，保险业运行最新数据出炉情况。2019年1~2月，

保险业原保险保费收入11638亿元，同比增长19.44%。
对于保险业整体运行情况，光大证券金融行业首席分析

师赵湘怀认为，保险业表现好于预期。“随着保险公司推进业
务结构转型，加强渠道建设，行业负债端改善趋势明确，权益
投资贡献收益率弹性，有望推动保险公司业绩改善。”

2019年1~2月，财产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2213亿元，
同比增长13.7%；与之对比，2019年1月，财产险公司原保险
保费收入为1508亿元，同比增长20.5%。这意味着，2019年2
月单月，财产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增速放缓，环比下降。

目前，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增速明显下降、非车
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增速快速增长的趋势已然形成。前
者受商业车险改革深化、新车销量下滑等因素影响；后者
则与保险业转型发展、服务国计民生等因素有关。

2018年互联网健康保险业务持续高速增长，健康保险
在互联网人身保险中的比重首次突破至10.3%。具体而言，
2018年互联网健康保险累计实现规模保费收入122.9亿元，
同比增长108.3%。其中，费用报销型医疗保险仍是受市场
欢迎的主力险种，全年累计实现规模保费64亿元，同比增
长133.3%，占互联网健康保险总规模保费的52.1%；重大疾
病保险实现规模保费33.9亿元，同比增长68.7%，占互联网
健康保险总规模保费的27.6%。

一位保险公司负责人对记者坦言，养老与健康将成为
中国保障性业务最大的市场。目前，健康险9成是医疗险和
疾病险，失能险、护理险等，其他险占比仅1成左右。未来，
还要进一步丰富健康险结构，以满足大众多样化的商业健
康保险需求。

根据银保监会官网信息，2019年2月，全国各地监管部
门针对保险业共计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46张，罚款金额
699.4万元。其中，中华联合财险、人保财险和平安产险罚
款金额位列前三。

究其原因，主要包括欺骗投保人，投保数据不真实，编
制或者提供虚假的报告、报表、文件和资料，利用保险代理
人从事虚构保险中介业务套取费用等。

值得一提的是，银保监会近日向各银保监局、各保险
公司下发了《关于开展保险公司销售从业人员执业登记数
据清核工作的通知》，涵盖个险、团险、银保等所有渠道的
代理制从业人员，以及从事保险销售的员工、劳务派遣人
员、非全日制用工人员等。

近年来，部分保险公司存在执业登记责任虚化、执业
管理有名无实，登记上口径把握不准、信息填报不全，维护
上不及时登记新进人员、不及时清除离职人员等情况，从
而导致从业人员执业登记人数与实际人数出现较大偏差。
此外，深入治理市场乱象、重塑车险市场秩序亦是亟待解
决的问题。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县城里藏着哪些亿万生意？

4月5日，清明小长假的首日，上海顾村公园迎来了

节日的大客流。据悉，截至当天17时闭园，公园共接待游

客达13万人次。 摄影/杨建正

上海百名居民在雨中排成一条长龙，领取刚到货

的秭归脐橙。（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