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消费需求进入新常态
消费成经济增长驱动力

2014 年 12 月 9 日至 11 日，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会议首次从消费
需求、 投资需求、 出口等九大方面阐释
“新常态”所呈现出的特征。会议指出，从
消费需求看， 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
模仿型排浪式特征， 现在模仿型排浪式
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
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
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 必须
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
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
用。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4 年前 11 个
月， 全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前三个季度最
终消费支出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了 48.5%， 比投资贡献率高出了 7 个百
分点， 是自 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
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第一驱动力。

国务院发文促流通发展
内贸流通体制改革加速

2014 年 11 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促进内贸流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对外发布， 部署内贸流通在现代流通方
式、流通基础设施、流通领域改革、改善
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工作。

在研究内贸流通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的同时，商务部已经初步确定了上海、
青岛、广州、南京、厦门、成都和黄石
市等 7 个城市， 开展地方改革试点，
试点工作将采取自上而下指导与自
下而上突破相结合的方式，地方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来确定改革的任务，在重
点领域进行突破， 为全面推进流通改革
提供借鉴。

“一带一路”战略全面铺开
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

2014 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一带
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一系列出访活
动影响巨大，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 ”
战略反响强烈。 同时，我国推出一系
列“一带一路” 配套制度和资源：4
月，我国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的设想；10 月，亚洲 21 个国家签署

了筹建亚投行的备忘录；11 月在北京
APEC 峰会期间， 我国宣布出资设立丝
路基金。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4 年前 11 个
月，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
外包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分别为 106.1
亿美元和 80.5 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
22.3%和 31.5%。

外资零售企业扩张放缓
发力便利店

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电商渠道冲
击、租金压力等现实情况下，外资零售企
业在中国的日子并不好过。 粗略统计，
仅 2014 年上半年，主要零售企业 (不
含家居、 电器 ) 在国内共计关闭 158
家门店，远超 2013 全年 35 家的关店
数。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关店企业中，外
资零售企业关店数达 118 家， 占关店总
数的 75%。

面对现实， 一些外资零售企业纷纷
瞄向了便利店。 2014年 11月，橘红色与
黄色相间的“easy 家乐福”标识悄然出现
在上海市闵行区， 这是法国零售巨头家
乐福在中国经营 20 年后首次开设便利
店。无独有偶，依赖专业会员仓储式门店
进入中国市场 18 年之久的德国麦德龙
也于去年底在其上海普陀店旁边开设了
“合麦家”便利店。大润发首家便利店“喜
士多云超市” 也于 2014 年 12 月在江苏
南通开业。

网络零售继续保持高增长
跨境电商风生水起

商务部监测的 5000 家重点零售企
业数据显示，2014 年前 11 个月，网络购
物增长 33.3%； 限额以上单位网上零售
额增长 55.9%。 其中，阿里巴巴旗下的天
猫 11月 11日当天的网络销售额就达到
571 亿元。 5 月 16 日、5 月 22 日和 9 月
19 日，聚美优品、京东和阿里巴巴相继
登陆美国资本市场完成上市。与之相比，
传统业态增速回落明显，2014 年前 11
个月， 专业店、 超市和百货店分别增长
6%、5.5%和 4.2%，比上年同期分别回落
1.4、2.8和 6.4个百分点。

在网络购物继续高速发展的 2014
年中，“海淘”应是一大关键词。美国第一
大电商亚马逊在 2014 年 8 月宣布携手
上海自贸区开通海外直邮中国业务，2
个月后，美国第二大零售商 Costco 以在
阿里巴巴旗下天猫国际开店的形式进入

中国， 紧跟着泰国最大财阀正大集团
(CP)和日本综合商社伊藤忠也计划联手
进驻上海自贸区做电商、卖日货。根据海
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 到 2014 年底，
我国个人跨境网购市场总量将突破
2000亿元。

零售企业密集并购重组
加速线上线下融合

2014 年零售业并购重组案例不在
少数， 零售企业纷纷寻找合适的机会与
合适的对象进行并购突围。 1月，三胞集
团通过商圈网以约 3900 万美元的现金
收购麦考林 63.7%的股权；4 月 3 日，前
者又在伦敦收购英国福来莎百货 89%
的股份。 5 月 11 日，步步高商业连锁股
份有限公司宣布收购广西南城百货股份
有限公司 100%股份， 收购资金总额高
达 15.7亿元。 5月 29日，华润万家成功
收购 TESCO乐购。 10月，翠微大厦以近
25 亿元的价格收购当代商城和甘家口
大厦的 100%股权。

与此同时， 无论实体店还是电商都
开始加快线上线下融合步伐。 2014 年 1
月，大润发旗下“飞牛网”正式对外营业；
3 月，京东宣布与上海等 15 余座城市上
万家便利店进行 O2O 合作，阿里巴巴以
53.7 亿元港币对银泰商业进行战略投
资；5 月， 顺丰正式推出新一代便利店

“嘿店”；8 月，万达与百度以及腾讯合作
成立一家电子商务公司；10 月， 步步高
搭建“云猴网”大平台。

物流业上升为战略性产业
商贸物流发展受关注

2014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物流业
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 指出物
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
略性产业，并明确了三大重点领域、十二
项重点工程、九大保障措施，从政策层
面、操作层面为物流业发展注入了新
的强大动能。 商务部随后印发了《关
于促进商贸物流发展的实施意见》等
系列文件，明确提出了“努力使商贸
物流成为内贸工作‘上台阶’的突破
口”“为各类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提供
支撑”等意见。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 会 预 计 ，
2014 年社会物流总额将超过 210 万
亿元，可比增长 8%左右；全年物流业
实现增加值超过 3.4 万亿元， 可比增长
9%左右。

商业地产面临过剩
转型升级成为必然

2014 年 12 月 23 日，港交所近三年
来最大 IPO 万达商业地产正式挂牌上
市， 也再次让人们的目光聚焦在商业地
产领域。据统计，我国现已开业的购物中
心超过 3500 家 ，2015 年将达到 4000
家， 预计至 2025 年或将有 7000 家新购
物中心建成开业， 使中国各类购物中心
总数超过 1万家。新项目遍地开花，局部
地区出现超饱和，竞争加剧及优胜劣汰、
转型升级在所难免。

2014 年，一些地方出现了社区购物
中心，而这些购物中心已从商场的概念
上升到社区的社交场所，从方方面面
提升生活方式的功能。以购物为主的

“购物中心”向以休闲体验为主的“生
活中心”转型，成为商业地产运营者的共
识。

餐饮市场逐步回暖
大众餐饮受追捧

2014 年餐饮市场开始软着陆，企稳
回升之势明显。 中国烹饪协会发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2014 年 1-10 月份，全国餐
饮收入 22591 亿元， 同比增长 9.7%，增
速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0.7 个百分点。 其
中， 中高端餐饮近两年来正在经历行业
大洗牌，中高端餐饮需求依然存在；大众
化餐饮呈现了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未
来成长潜力非常巨大。

2014 年，商务部出台的《加快发展
大众化餐饮的指导意见》 要求：5 年内，
健全大众化餐饮服务体系， 力争大众化
餐饮占全国餐饮市场比重由当前的 80%
提高到 85%以上。

自贸区战略加速实施
以开放促改革

2014 年 12 月 5 日， 中共中央政治
局就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第十九次
集体学习。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一
年多来，围绕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贸
易便利化、金融服务业开放、完善政府监
管制度等内容， 在体制机制上进行了积
极探索和创新，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做法。 12月 12日，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宣布，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
域再设 3个自由贸易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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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 2014 年是给中国商业

带来深刻影响和变化的一年。从消费

需求进入新常态到内贸流通体制改

革加速，从网络零售继续保持高增长

到零售企业密集并购重组，这些反映

商业流通业跳动脉搏、折射行业发展

历程的新闻事件注定要引起人们的

关注和思考。这种变化会带来巨大的

商业机会，我们必须要理解它。

我国快递业务量达 140 亿件，跃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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