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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13

从隆冬到金秋，疫情

冲击下的世界经济显现疲

态，但中国经济率先复苏，

成为带动全球增长的重要

力量。如期而至的“双 11”

让中国市场的韧性、潜力

尽显：家底厚实，购买力强

劲，产供销运快捷高效。

“加”时长、扩规模、多

备尖货

今年是“双11”的第12

年，玩法又有创新。消费者

可分两轮购买，11月1日~

3日启动第一波高峰，11月

11 日为第二波高峰。更长

的销售周期给商家带来了

更多生意机会，也让商品

的邮路更加畅通，消费者

拿到商品的时间缩短。

据统计，今年“双 11”

吸引超过 8 亿消费者、25

万个品牌、500万户商家共

同参与，是覆盖面最广、参

与度最高的一年。

“手上的单子还没做

完，新的单子正源源不断

进来。”义乌市泽熙日用品

厂厂长方昊说，“‘双11’第

一波销售超出预期，我们

把备货规模从 100 万单提

升到约120万单。”

“突破亿元！”不少品

牌宣布“双11”累计销售正

在创造纪录。从 11 月 1 日

到11日中午12点，完美日

记、花西子、认养一头牛等

16个新品牌累计成交额分

别突破亿元。业界预计未

来 3 年，将有 1000 个年销

售过1亿、100个过10亿的

新锐“黑马”品牌在互联网

上成长起来。

“减”环节 降成本 防

止浪费

从商家到消费者电商

模式（B2C）到用户直连制

造（C2M），电商平台正一

步步减少中间商，让消费

者离生产者更近。

商家、物流行业加入

了“绿色”“减量”的队伍。

“原来包裹里三层外三层，

今年我发现有些包裹变

‘轻’了。”这两天，杭州市

民王女士收到了自己在

“双 11”囤的咖啡，她发现

不用剪刀，用手就可以直

接撕开纸盒。“纸盒上没有

胶带，希望有更多商家用

这种绿色包装。”王女士

说。

业界还探索利用智能

分析等手段扩大原箱发货

规模。国家邮政局发展研

究中心报告数据显示，截

至 2019 年底，全国电子运

单使用率达 98%，年可节

约用纸量相当于 617 亿张

A4纸。电商快件不再二次

包装率达 52%。循环中转

袋使用率达 75%，总使用

量同比减少96.4%，年节约

一次性塑料编织袋24.8亿

条。

“乘”风上 科技感 数

字赋能

“双11”直播带货以更

大声势席卷而来，几乎成

为所有平台和大型商家的

标配。

趣味女袜、萌萌童袜、

荧光潮袜，做成玫瑰花束、

缀上珍珠的袜子礼盒……

逛逛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

袜都市场，人们对袜子的

固有印象会被颠覆。有“国

际袜都”之称的大唐镇年

产袜子超过 220 亿双，约

占全国的 70%、全世界的

35%。“好产品供不应求，

去年的存货都卖完了，现

在 交 易 都 要 现 金 、不 赊

账。”诸暨市卡拉美拉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钟耀

栋说，公司每年开发近千

款时尚袜，自己作为企业

创始人带头直播，现场展

示的“菠萝袜”（装菠萝也

不破的丝袜）一度火爆网

络。

像卡拉美拉一样，中

国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

放弃代加工，重视自主品

牌的产品创意设计，成为

设计风潮的引领者。

“除”套路 挤水分 打

通壁垒

“剁手”与“套路”的斗

争每年都在上演，今年也

不例外。日趋成熟的消费

者正从直播“一口价”中看

到诚意，在“比较运算”中

练就慧眼，从案例警示中

“吃一堑长一智”。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11 月 5 日公布了《规范促

销行为暂行规定》，针对经

营者在开展促销时“先提

价、再折价”的现象，明确

规定折价、降价的基准等。

规定经营者开展价格促销

活动有附加条件或期限

的，应当显著标明。对于

“先涨后降”的消费套路，

消费者可向相关监管部门

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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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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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万一操作不当造成损

失，所以更愿意去银行网

点办业务，心里踏实。”

和冷阿姨有着相同想

法的老年人不是少数。“家

附近就有三四家银行网

点，平时买菜、遛弯都能路

过，很方便。”正在农业银

行北京铁道支行办理业务

的67岁孙阿姨表示。

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

构网点总数达到 22.8 万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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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能不能适应

智能银行的体验？能否享

受到智能化带来的便利？

“老年人更习惯面对

面的金融服务，对智能机

具的使用也存在一定畏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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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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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老花镜

度数等。”民生银行北京分

行理财经理程姗表示。

在农业银行、建设银

行、民生银行等多家银行

网点，记者看到，老花镜、

放大镜、轮椅、拐杖等便民

设施配备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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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经

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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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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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渠道五花八门，

自己的养老钱如何进行更

合理的理财规划？金融诈

骗防不胜防，哪些金融风

险需要警惕？我平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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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开通几家银行

的网银了。面对新趋势，我

们老年人要勇于面对，努

力跟上时代潮流。”

国家统计局 10 日

发布数据，10 月份，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 0.5%，

涨幅比上月回落1.2个

百分点。其中，猪肉价

格在连续上涨 19 个月

后首次转降，同比下降

2.8%。

国家统计局城市

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

分析，CPI 同比涨幅回

落较多，主要是受去年

同期对比基数较高、翘

尾因素减少以及猪肉

价格由升转降的影响。

食品价格特别是

猪肉价格，是推动 CPI

同比涨幅回落的主要

因素。10 月份，食品价

格同比上涨2.2%，涨幅

比上月回落5.7个百分

点。食品中，猪肉价格

同比首次转降，鲜菜、

牛肉和羊肉价格同比

涨幅回落，鸡蛋、鸡肉

和鸭肉价格同比降幅

扩大。

中国宏观经济研

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

所主任郭丽岩分析，去

年 10 月猪肉价格对比

基数很高，随着生猪存

栏量和猪肉市场供应

量加速恢复，当前猪肉

零售价已低于去年同

期，因此10月CPI当中

的猪肉价格实现同比

由升转降。

此外，能源价格也

是导致 CPI 同比涨幅

回落的因素。国际原油

价格在 10 月中下旬出

现一定降幅，CPI 当中

的汽油和柴油价格同

比跌幅较为明显。

从更能反映短期

变化的环比数据看，食

品价格也推动了 CPI

的回落。与9月相比，10

月 CPI 下 降 0.3% 。其

中，食品价格由上月上

涨0.4%转为下降1.8%。

董莉娟介绍，食品

中，生猪产能持续恢

复，猪肉供给持续改

善，价格比上月下降

7%，降幅比上月扩大

5.4 个百分点；鸡蛋和

鲜菜供应充足，价格分

别比上月下降 2.3%和

2.1%；部分地区苹果、

梨等新果上市，鲜果价

格略涨1.8%，涨幅比上

月回落5.5个百分点。

尽管 CPI 同比涨

幅回落、环比下降，但

物价运行中枢依然稳

定。数据显示，10月份，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

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5% ，涨 幅 与 上 月 相

同。

郭丽岩进一步分

析，构成核心CPI的部

分商品和服务价格继

续小幅回升，比如居

住、生活服务、教育文

旅、医疗服务等价格环

比呈现小幅正增长，机

票和旅游价格环比上

涨较为明显，反映出此

前国庆中秋双节提振

消费的积极效果。

今年以来，CPI 同

比涨幅呈现明显的“前

高后低”走势。前 10 个

月 CPI 累计同比上涨

3%，已经回落到全年

3.5%左右的物价调控

目标范围内。

专家分析，今年后

两个月 CPI 仍将维持

低位。交通银行金融研

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

学智分析，由于去年同

期是猪肉价格快速上

涨的时期，受高基数影

响，预计到明年一季度

CPI 都会处在较低水

平，之后可能会慢慢回

升。

“双11”让中国市场韧性潜力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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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浪潮下，
老年人金融需求如何满足？

文/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 吴 雨

10月物价数据释放哪些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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