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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魏 桥

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9月份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指数（PPI）数据显示，9月份，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8%；PPI环比

下降0.1%，同比上涨0.9%。

“9月份，各地区各部门持续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采取

多种措施全力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

价，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国际原

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下降，国内部分

行业需求回升，工业品价格走势整体下

行，但下行态势趋缓。”国家统计局城市

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在解读数据时总结

道。

食品价格对CPI涨幅影响较大

董莉娟表示，从环比看，CPI由上月

下降0.1%转为上涨0.3%。其中，食品价

格上涨1.9%，涨幅比上月扩大1.4个百分

点，影响CPI上涨约0.35个百分点。非

食品中，工业消费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0.7%转为持平。

从同比看，CPI上涨2.8%，涨幅比上

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

涨8.8%，涨幅比上月扩大2.7个百分点，

影响CPI上涨约1.56个百分点。非食品

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2.6%，涨幅比上

月回落0.4个百分点，

另据测算，在9月份2.8%的CPI同

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

为0.8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2.0个

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同比上涨0.6%，涨幅比上月回落0.2

个百分点。

“9月份CPI的涨幅较8月份有所扩

大，主要动力来自于食品项。”星图金融

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在接受国际商

报记者采访时进一步分析称，具体看，猪

肉价格受到季节性消费需求增长、部分

养殖户压栏惜售等因素的影响，近期持

续上行；鲜菜价格则是表现为冲高回落，

原因在于前期高温干旱天气限制了鲜菜

的供给，而9月中旬以来高温天气有所缓

解，鲜菜长势转好推动了供给的增加，不

过受节假日消费需求上升的影响，价格

整体上仍呈上涨态势。非食品项方面，

国际油价下行使得国内汽油、柴油价格

回落，而9月份全国多地疫情散发，部分

地区人员流动性减弱，跨区域出行减少，

机票、酒店和旅行社收费价格有所下降。

“展望后续，猪肉价格依然处于上涨

通道之中，可能会继续给CPI带来上行

压力。不过，一方面在中央储备猪肉投

放等措施作用下，9月中下旬涨势有所趋

缓；另一方面，考虑到当前居民消费增长

动力欠佳，预计核心CPI或将维持在相

对较低的区间。”付一夫表示，整体看，国

内通胀压力远低于海外，无需过度担忧。

工业品价格走势整体下行

PPI方面，董莉娟分析，从环比看，

PPI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1.1个百

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0.2%，降

幅收窄1.4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由下

降0.1%转为上涨0.1%。

从同比看，PPI上涨0.9%，涨幅比上

月回落1.4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

格上涨0.6%，涨幅回落1.8个百分点；生

活资料价格上涨1.8%，涨幅扩大0.2个百

分点。调查的40个工业行业大类中，价

格上涨的有30个，比上月减少2个。

另据测算，在9月份0.9%的PPI同比

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

1.3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0.4个百

分点。

在付一夫看来，9月份PPI延续了下

行走势，主要原因在于，美联储加息导致

的强美元以及欧美经济衰退的预期持续

对国际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形成冲击，

由此带动了国内相关领域价格的下降。

此外，随着国内基建投资政策支持力度

的加大，基建投资项目逐步实施落地，建

材、钢铁、水泥等相关行业的需求有所修

复，使得价格降幅收窄。

从后续来看，付一夫认为，在欧美经

济衰退预期不断强化的背景下，需求收

缩大概率仍将延续，国际油价恐将继续

承压；而国内稳增长政策的持续发力、基

建投资的提速将带动国内工业品价格的

回升，不过考虑到疫情扰动等因素的影

响，经济修复动能相对偏弱，预计工业品

价格不会出现短期内的快速上涨。“这些

对于缓解企业成本压力而言是有积极效

果的，同样也是我国四季度保持整体物

价稳定的一个积极因素。”

热点聚焦

多措并举保供稳价

九月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 本报记者 李子晨

随着市场环境的更迭变化，很多新的

消费场景应运而生，例如露营、近郊游已经

成为民众假日休闲的主要选项。而新消费

场景的出现也是消费企业抓住商机、推动

增长的机会点。

近日，凯度消费者指数发布的研究报

告显示，通过家内和家外消费样组连续追

踪中国1到5线城市消费者在包装食品、

乳制和饮品品类的购买情况，当前食品饮

料消费呈现场景日益多元的态势，相关企

业和品牌需通过多元产品线布局，切入到

不同的消费场景释放更大的增长潜力。

根据研究，从2021年6月至2022年6

月，在一二线城市食品和饮品品类消费场

景中，每发生100次购买，就有25次为家

内场景驱动，13次为办公室场景驱动。而

对比2019年可以发现，办公室消费场景变

得越发重要。

虽然今年以来疫情仍有反复，家内和

办公室场景消费在四、五月受到一定影

响，但在六、七月迅速反弹增长。同

时，逛街和短途出行相关的场景也

快速恢复，展现了消费者对于娱乐

活动的追求。同时，娱乐场所如

酒吧、网吧等消费场景也在慢

慢恢复中。

聚焦到消费者，数据显示，在2022年

上半年，平均一个消费者有40次购买食品

饮料的行为，超过半数消费者会在7个消

费场景购买。女性选择的消费场景更加多

元化；25岁到34岁的消费者选择消费场

景更为集中，例如多是在办公场所。

对此，凯度消费者指数认为，品牌商应

依托现有优势切入不同的消费场景，可以

实现降本增效。

对于产品线丰富的大品牌而言，通过

多元产品线布局，切入到不同的消费场景

可以释放更大的增长潜力。以饼干为例，

头部品牌的每100个消费者中，68个是多

场景消费人群，远高于长尾品牌。

对于某品类里产品线有限的品牌，则

可以考虑利用大单品跟随消费者的人生轨

迹迁移，切入不同的消费场景。比如在学

校消费场景的旺仔牛奶消费者，随着年龄

增长也会把旺仔牛奶带到办公室的下午茶

中。通过这样的方式，品牌伴随消费者的

成长，不断迭代产品与沟通，满足不同年龄

消费者的需求，可长久保持活力。

此外，不同的零售终端所能满足的消

费场景数也不一。大卖场和传统电商满

足的场景数要低于小业态。因此，如何拓

宽满足的消费场景边界，释放新的增长潜

力，也是零售商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消

费者在不同场景，对产品与情感需求也有

不同。以冰淇淋为例：每100个冰淇淋消

费者中，31个会在家内和家外都吃冰淇

淋。这些消费者在家内喜欢吃杯装和桶

装，追求口感和口味；在家外，冰淇淋则满

足情感需求，消费者更偏好小而美的冰棍

和甜筒。

因此，凯度消费者指数认为，全场景

赋能，需要品牌商对于消费者与场景有更

深的洞察，产品作为解决方案，业态作为

最终交易的落地点，对人货场都提出了协

同进化的要求。品牌商在扩张消费场景

的时候，如果了解竞品的核心场景，做好

差异化沟通，在实现增长的道路上也会更

加顺畅。

□ 本报记者 刘旭颖

自2009年进入跨境电商行业以来，我亲历了

中国跨境电商行业的跌宕起伏和飞快成长。

最初，中国跨境电商行业的产品多以鞋服、圣

诞装饰品、假发、宠物用品等轻工商品为主。

2020年，越来越多的高附加值中大型产品通过跨

境电商走向全球，美的家电、九号电动车、石头扫

地机、恒林办公家具、乐歌工学支架……不仅实现

了世界范围内的线上销售商品，更是打造了全球

品牌，打开目标市场，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

过去十多年，交付从浅到深，从单纯交货到提

供服务。刚开始的中国跨境电商行业以低附加值

中小型商品为主，因此交付模式也基本上是跨境

小包，运费低，但时效差、用户体验差。如今，越来

越多的企业不断提升海外市场的服务能力，海外

仓备货、24小时发货、48小时送达、海外客服中

心、退换货、安装服务等让中国的跨境电商商家更

加本地化，用户体验更好。海外消费者敢于购买

几百甚至几千美元的商品，而不是早期的便宜商

品，产品和品牌的价值得以提高和体现。

过去十多年，跨境电商渠道从少到多，从单纯

卖货到打造经营渠道网络。以前，跨境电商的渠

道较为单一，导致客群单一、风险集中，比如在北

美，大部分商家就以亚马逊 amazon或者易贝

ebay为主要平台。如今，越来越多商家开始采取

自营独立站如shein.com、综合平台如amazon.

com、垂直平台如家具平台wayfair.com、商超线

上店如walmart.com等多渠道发展模式，虽然对

企业的经营团队、IT系统、物流仓储管理等是巨

大的挑战，但也是中国企业跨境出海必须修炼的

内功。

这个行业从非主流行业慢慢成了主流行业，

值得干一辈子。从四川的大山里走出来，到现在

全世界跑，正是在跨境电商行业，我实现了一定的

社会价值和财富价值。也正是在此，我深刻体会

到这个行业的意义。通过跨境电商，迅速蜕变的

中国制造得以直观展现，直面海外消费者。

跨境电商只是手段，并非目的，在中国制造升

级到中国品牌甚至全球品牌的路上，虽有困难，但

前途光明。

运去哪北美跨境电商事业部
总经理杨锐：

跨境电商让中国制造
走得更远更高

加快建立弥合银发族数字鸿沟长效机制

□ 本报记者
刘旭颖

“家人给买了

智能手机，老人只会

打电话。其他功能教

过几遍都记不住，次数

多了还觉得手机是个麻

烦。”“老太太出门不会下单

约出租车，经常要走很远坐公

交。”“现在好多地方买菜扫二维

码，家里老人不懂那个。”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

人，占比达18.70%。如何让占据中国人

口近五分之一的银发族不被数字鸿沟阻

隔在时代的另一端，已成为当下各界关注

的话题。

老人数字鸿沟成为共性难题

国内人口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加深。国家卫生健

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据测算，预计“十四五”时期，60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在总

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20%；2035年

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

破4亿，占比将超过30%。

信息社会的飞速发展，给百姓生活带来极大便

利的同时，客观上也给银发族形成了鸿沟。“老年群

体往往受身体机能退化、学习能力下降和信息技能

水平不高等因素制约，无法充分享受数字化发展带

来的便利。”赛迪研究院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究所信

息化研究室副主任鲁金萍表示，这并非中国独有的

境况。在全球范围内，老年人都面临着诸多难题，可

大致归纳为接入鸿沟、应用鸿沟和知识鸿沟。

鲁金萍解释道，具体来看，接入鸿沟是指互联网

和智能终端设备普及率偏低。据皮尤研究中心统计，

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中有1/3从未使用过互联网，

1/2表示家中未接入网络。《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60岁及以

上老年网民规模达1.1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3.2%，

与全国73%的互联网普及率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应用鸿沟，即老年人不会用、不愿用数字产品和

服务。欧盟发布的《2020年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

显示，在欧盟范围内 55~74岁的人群中，具备基本

数字技能的仅占35%。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在不上

网的美国人中，有32%的人表示互联网太难掌握，

其中，8%的人表示自己“太老了，学不会”。中国互

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底，

60岁以上老年人中，能够独立完成订票、挂号和网

上银行等网络活动的老年网民占比分别为 33.9%、

33%和32.8%。

知识鸿沟，即老年人面临网络诈骗威胁和难享

便利化的政务服务等问题。鲁金萍表示，这主要是

由于老年人信息处理能力较弱，识别能力差，更容易

成为虚假新闻和网络诈骗的受害者。在德国，针对

老年人的“孙子骗局”“钱财保管骗局”等电信诈骗屡

禁不止。另据相关研究，脸书平台65岁以上用户分

享假新闻的数量是年轻用户的7倍之多。

弥合数字鸿沟需要共同发力

近年来，国家对此高度关注，出台了一系列相关

文件。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明确提出，制定实施数字技能提升专项培训计划，提

高老年人等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

方案》提出，到2022年年底前，解决老年人面临的

“数字鸿沟”问题的长效机制基本建立。此外，全国

各地在涉及老年人出行、就医、办事等方面，也有诸

多好的探索和实践。

不过，弥合数字鸿沟仍任重道远。鲁金萍建议，

政府层面还应进一步强化政策措施的落地、落实和

落细，如将数字素养培育融入社会教育和终身教育

之中，为老年人提供继续学习的平台和机会；加大对

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治理力度，建立跨部门协同机

制等。

“新加坡、智利、美国、日本等国家也在进行积极

探索与多种尝试，这或可为我们提供借鉴。”鲁金萍

举例道，比如新加坡数字办公室已为近10万名老年

人提供了智能手机视频通话、政府数字服务访问、在

线支付等数字技能培训服务。智利国家老年人服务

局推行“老年人数字融合计划”，在16个地区建立了

32家老年人数字中心，教老年

人如何上网、处理和保护个人数

据。

企业层面也应加快数字产品和服

务的适老化设计与改造。终端智能产

品制造企业应进一步优化大屏幕、大字

体、大音量、大电池容量，推出简易模式、屏

幕朗读、声音增强器、语音助手、远程守护和

一键人工客服等功能。软件服务企业和电子商

务平台应加快数字服务的适老化升级，比如网站

提供老年模式，采用简洁的图标、放大的字体方便

浏览。此外，企业还应积极开展老年人数字终端产

品需求的调研和产品研发。

鲁金萍举例道，日本企业就重点扶持了移乘搬

运、移动辅助、步行助力、自动排泄处理、健康监测和

走失监视等智能化产品的开发和推广。欧盟“阿尔

弗雷德”项目研发了老年人专用的人工智能虚拟管

家，可与老人交谈、提供活动建议、监测老人健康状

况等。新加坡数字办公室推出一整套面向老年群体

的协同性政策，包括设立数码服务柜台、数码大使、

银发信息大使和数字超市之旅等。

弥合数字鸿沟涉及方方面面，是一项长期工

作。鲁金萍认为，在社会帮扶层面，应多开展数字技

能培训，助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生活。在家庭层面，

可通过代际反哺等模式提升老年人使用信息化工具

的能力，比如鼓励年轻家庭成员为老年人提供技术

辅导，将家庭“数字反哺”纳入中小学教育的媒介素

养教育等。

切入全场景，为增长赋能

食品饮料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