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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本报2月8日讯 今天下午3
点半，在长沙市第一福利院幸福
楼前坪，举办了“国酒茅台经销
商暖冬行动·关爱福利院”活动，
并向福利院捐赠了书包、 纸尿
裤、消毒柜等价值五万余元的爱
心物资。国酒茅台湖南省经销商
联谊会、三湘都市报、开福区政
协群团委相关人员参加了捐赠
慰问活动。

活动现场，爱心人士与孩子
们进行了热烈的互动，并向老师
们细心询问孩子们的生活情况，
孩子们献上了精心准备的歌曲，
并争先恐后地介绍自己，稍显稚
嫩的童言童语，不时引起现场阵

阵欢笑，暖意融融。
国酒茅台湖南省区经理杜

艳介绍，国酒茅台一直秉承“大
企业，大品牌、大担当”的社会责
任观，为了践行茅台责任文化理
念，每年都在全国开展很多社会
公益活动，其中，湖南省联谊会
2017年以关爱儿童、 环卫工人、
敬老院老人等形式在湖南开展
的公益活动达70多场。

省经销商联谊会茅台传承
人工作部部长杨莎代表全体百
年老店传承人表示，希望通过今
天的活动，让福利院的小朋友们
过一个“温暖”年，让国酒茅台传
承人的爱心传递到每一个人心

中。 今后将持续举办爱心活动，
关爱更多儿童，向社会持续发出
正能量。

福利院工会主席叶彩霞代
表福利院对国酒茅台此次关爱
行动进行了感谢，她介绍，长沙
市第一福利院是一家集弃婴残
儿收治、“三无”老人和社会老人
养护的综合型公办社会福利机
构，目前有500名孤残儿童，希望
有更多的社会爱心企业、人士能
加入公益事业中， 能多来陪伴、
关心福利院的孩子们，满足他们
的文化精神需求。

■文/记者 吴虹漫
图/记者 田超

2月8日，继怀化之后，湖南
本土商业公司通程集团在我省
三四线城市再下一城， 在娄底
开出一家新店。

进入2月，湖南实体商业迎
来新一波的开业潮， 抢占春节
消费高峰。短短8天，步步高、天
虹等公司也先后开出新店，在
长沙、郴州、岳阳、宁乡等多地
扩充商业版图。

国家商务部于日前发布的
2017年第四季度《中国购物中
心发展指数报告》显示，2017年
第四季度，我国购物中心发展指
数为67.2，高出荣枯线17.2。这也
意味着，我国购物中心整体市场
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态势。

[现象]
湖南商业2月迎开业潮

2月8日， 通程商业广场娄
底店正式营业。据了解，这一商
业项目是湖南本土商业公司通
程集团在三四线城市拓展布局
的全新项目，经营面积近5万平
方米，涵盖通程百货、电器和佳
惠超市等自有业态， 定位精致
时尚购物中心。

三湘都市报记者注意到，
临近春节， 希望赶在新年之前
抢占市场的不止通程一家。过
去一周内， 步步高就相继在长
沙、 郴州等地连开9家新店，业
态涵盖生鲜超市、 精品超市和
大卖场。

而2月3日， 在长沙一直扎
根城南市场的天虹百货开出了
第3店，选址宁乡。据了解，这一
项目还引入了自助买单的全新
体验型超市业态， 在宁乡属于
首次。

来自通程商业的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2月8日18时，该店客
流近5万人次， 销售额超过
1000万元。其中，有30余个零
售品牌、2家餐饮商户创下娄底
当地品牌单日业绩新高。

[探因]
加速抢占三四线市场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 ，
2013至2016年间，长沙主要商
圈、 地铁沿线购物中心频开的
现象逐渐被三四线城市、 长沙
周边地区所取代。

对于落子娄底， 通程商业
公司运营总监欧海军就表示，
通程商业未来重心将会是发展
高品质的精致型购物中心，“做
实做强一线城市，大力发展二三
线城市的购物中心。”他表示，未
来，将重点打造小而美、有品位
的精致型购物中心，二三线城市
将是重点关注的区域。

记者还了解到， 另一湖南
商业巨头友阿股份在2016年初
开出旗下首个商业综合体项目
后， 不到2年的时间已在常德、
郴州和邵阳先后布局， 相较过
去5年，开店速度明显加快。

同时， 步步高集团旗下综
合体项目新天地也从2016年开
始加码三四线城市布局， 先后
在郴州、泸州等地开出新店。

天虹百货相关负责人日前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看中
了宁乡经济繁荣、 名列全国百
强县中部第三、是17个“中国旅
游强县”之一的市场潜力。

在今年1月国家商务部发
布的2017年第四季度《中国购
物中心发展指数报告》中可以看
到，2017年第四季度，我国购物
中心发展指数为67.2，环比第三
季度上升0.3，高出荣枯线17.2。

《报告》认为，除成本控制
指数外，2017年第四季度购物
中心宏观市场指数、 租赁活跃
度指数、 运营表现指数均远高
于荣枯线， 表明业主对市场仍
然有较强信心。 而一个值得关
注的数据是， 我国二线城市的
购物中心发展指数为69.8，环
比第三季度上升5.0， 同时，一
线城市指数环比出现小幅下
滑。 ■记者 朱蓉

布局三四线城市，实体商业迎开店潮
二月以来已开出超十家新店 湖南本土商业加速抢占三四线城市市场

可以看到，近两年来，三四
线城市的商业领域活跃指数在
不断攀升。也是在2月，一场新
的互联网公司与实体商业的融
合进程开始加速。 从线下“地
盘”的开疆拓土，到资本市场的
纵横捭阖， 实体经济的复苏迹
象，似乎越来越明显。

2月2日， 步步高发布公告
称， 公司与腾讯签署了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双方将以共同发
展“智慧零售”为愿景，在构建
新能力、构筑“数字化”运营体
系、 最终营造新生态等领域开
展深入合作， 实现零售行业的
价值链重塑。

意味深长的是， 该公告还
“犹抱琵琶半遮面” 地表示，公

司仍有其他重大战略合作协议
事项需进一步商讨， 因此股票
继续停牌。除步步高外，海澜之
家、 家乐福也分别公告了与腾
讯达成合作的消息。

另一方面， 深谙零售经营
的阿里巴巴， 也在近两年来动
作频频。这其中，就包括了私有
化银泰商业， 战略投资苏宁云
商、三江购物、新华都、联华超
市、高鑫零售等，这还不包括其
自营的盒马鲜生、 无人店等新
零售业态。

不难发现，如今，实体商业
与电商之间的界限变得越发模
糊， 线上、 线下之间融合的加
剧，将推动“新零售”行业往何
处发展，这不禁让人有点期待。

实体经济现复苏迹象
线上、线下融合加剧

国酒茅台为福利院儿童送温暖

行业发布

1月26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
整以来， 美国原油增产势头强
劲，利空油市基本面。预计2月9
日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将迎来
2018年首次下调，每升降价有望
达到0.1元甚至更高，春节期间居
民用油成本将有所下降。

今年以来，国内成品油零售限
价已经历“两连涨”，汽、柴油每吨累
计分别上调了245元和235元。

批发市场方面，隆众资讯分析
师李彦表示，由于前期汽油价格已
推至高位，加之终端加油站库存充
足，节前汽油补货需求有限；柴油
需求低迷，价格较为疲软，近期成
品油批发行情整体弱势运行。

展望后市，金联创分析师姜
娜预计，春节临近户外用油单位
陆续停工放假，柴油需求进一步
萎缩。综合来看，利空因素更为
强势，后续国内汽、柴油市场行
情不乏继续承压下探可能。

■据新华社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2月8
日发布《2017家电网购分析
报告》提出，2017年，我国B2C
家电网购市场规模达到4906
亿元，同比增长27.6%。据报
告，空调、冰箱、洗衣机和彩电
四大家电线上销售规模增幅
超过50%。

家电网购市场产品结构
向高端化转移。从厨卫电器到
手机终端，家电网购市场各品
类产品的零售额增幅均大于
零售量增幅，手持式无线吸尘
器等一些高端产品受到消费
者热捧。

报告显示，80后用户已经
成为家电网购消费主流群体，
占比达48%，90后用户占比从
去年的14%提升到23%。用户
结构年轻化也是家电网购市
场的生命力所在。

家电网购市场线上线下
融合变化明显。 无界零售、新
零售、智慧零售等兴起，加速
推动家电网购领域线上线下
融合。

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
家电网购市场最大的变化是
线上渠道向线下的大力开
拓， 尤其表现在对农村市场
的有效拓展。

《报告》显示，2017年全
国农村实现网络零售额1.24
万亿元，同比增长39%。电商
渠道带着天生的低成本高
效率优势和更全的品类、更
科学的分析手段向线下拓
展，改变了农村市场的家电
零售格局。2017年， 无界零
售、新零售、智慧零售等概
念兴起，其本质都是线上线
下融合，家电网购领域的线
上线下融合率先在农村市
场落地。

截至2017年， 京东面向
县镇村市场开设京东家电专
卖店近8000家， 苏宁开设苏
宁易购县镇店近2200家，农
村淘宝则以近3万个“村淘
点” 为基础推动家电消费升
级。

■据新华社

四大家电线上销售规模增五成 春节用油
成本下降
油价今日迎年内首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