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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资讯

“小镇青年”吸引电商巨头下沉
在一二线城市消费体量逐步饱和以及城镇化带来的市场红利推动下，三四线城市

正在成为消费市场蓝海，呈现出品质消费、体验消费和智能消费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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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 慧 停 车 ”行 业 悄 然 兴 起

本报讯 近日，由成都

城投集团打造、中国五冶集

团承建的国内顶级露天音

乐演艺场地及城市音乐主

题公园——成都露天音乐

公园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

收，也标志着中国唯一一座

以露天音乐广场为主题的

地标性城市公园项目即将

投入运营。

该项目总占地面积39.5

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主

舞台、景观绿化、运动设施、

水体、光彩照明及相关附属

工程。建设期间，中国五冶

发挥总承包优势，以“国际一

流、国内领先”的高规格高标

准精心设计施工，先后解决

了超限大跨度钢结构制作

安装、超厚大体积混凝土浇

筑、双曲空间异形铝板制作

安装等多项技术难题，该项

目的建成对成都市建设国际

音乐之都、彰显城市魅力、提

高音乐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

意义。（梅 超 张 敏）

□ 张 璇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以

电商为代表的互联网线上业务

的带动，三四线城市人群的消费

意愿和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

并有“逆袭”一二线城市消费能

力之势，“小镇青年”引发市场持

续关注。

业内人士指出，三四线城市

正在成为消费市场的蓝海。三

四线城市消费“逆袭”赶超，并且

呈现出品质消费、体验消费和智

能消费的新亮点，为相关行业提

供了培育消费动能的新方向。

“小镇青年”消费能力爆发

在三四线城市，针对部分高

价格、高品质产品的消费正在赶

超一二线城市。天猫近来发布

的数据显示，三四线城市购买车

厘子的消费者增幅远高于一线

城市。此外，今年年货消费一线

城市增速为51%，而三四线城市

增速均达到55%。唯品会数据

显示，2018年口红首次进入三

线～六线城市美妆品类销量

Top10。

随着三四线市场消费能力

不断爆发，“小镇青年”引发了市

场持续关注。市场对“小镇青

年”的定义是：年龄大致在18岁～

35岁，通常生活在相对富裕的三

线城市，高铁线路的开通使他们

距离大都市仅两三个小时车程，

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在老家拥

有一份得体的工作。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

经济学博士后盘和林认为，比

起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人和白领

阶层，“小镇青年”们生活压力

相对小一些，这意味着他们可

能拥有更多的可自由支配财产

和更高的消费能力。此外，在

互联网经济的普及和带动下，

“小镇青年”的消费能力和品味

不断提升，获取消费新品的渠

道更加广泛，这些因素都让三

四线城市人群更加愿意消费，

也更加有能力消费，从而有效

释放了其消费潜力。

唯品会的报告认为，一二线

城市对于三四线城市的引领和

辐射，以及网络和电商的发达，

使得获取新鲜消费资讯和购买

国内外大牌商品变得触手可及，

小城消费趋势更易受到一二线

城市流行趋势影响，尤其在美

容、服饰、母婴、家居等品类的消

费上表现十分显著。

电商巨头加速渠道下沉

多种迹象表明，在一二线城

市消费体量逐步饱和，以及城镇

化带来的市场红利推动下，三四

线城市正在成为消费市场的蓝

海，电商巨头为了争夺这一市场

也在加速渠道下沉。

阿里、苏宁、蘑菇街等很早

就开始了“下沉市场”的探索，希

望将各自的电商服务业务辐射

到更远的地方。例如，淘宝和支

付宝打通做低价拼团；苏宁表示

“2019年要刷10万面农村墙体

广告”，继续渠道下沉；蘑菇街打

造多元化地区直播，其中的方言

直播有效带动了群体消费。

相关行业数据印证了三四

线城市不断积累的消费潜力。

阿里巴巴最新财报显示，淘宝

移动月度活跃用户达到 6.99

亿，年度活跃用户达到6.36亿，

其中超70%的新增年度活跃用

户来自下沉市场。阿里巴巴集

团首席执行官张勇说，连续两

个季度，下沉市场都成为淘宝

强劲增长的重要动力，这显示

淘宝过去几年间深入村县建设

商业基础设施、打通渠道的努

力已结出硕果。

蘑菇街的数据显示，通过深

耕女性电商市场，加速渠道下

沉，该平台三四线消费者占比已

近六成，其中四线城市份额提升

了 27%。蘑菇街 CEO 陈琪表

示，在多线城市乃至县城、农村

的女孩越来越关心时尚，并对网

红品牌、买手品牌的接受度越来

越高的情况下，蘑菇街希望抓住

中国时尚行业拐点的这次机遇

加速发展。消费浪潮的更快传

递，降低了三四线城市对于消费

流行趋势的滞后性，从而助力三

四线城市消费升级持续升温。

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达达表

示，按照他们的理解，如果说北

上广深杭是一线的话，地级市就

是二线，县、乡、镇、村则是三线～

到六线城市。如果能充分培育

和发掘，每一层级都是一个万亿

级的消费市场，且每一级的用户

需求是不一样的。他们希望通

过移动互联网，接触新增消费群

体，在满足他们的需求增强幸福

感之外，也能给整个电商市场带

来更大规模的增长。

提供培育消费动能新方向

电商企业的渠道下沉带来

了基础设施的改善、快递服务速

度的提高和物流成本的降低，在

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三四线城市

的消费升级，而城镇化水平的不

断提高也为三四线城市的消费

增长打开了新蓝海。

据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

济学家刑自强预计，三四线城市

居民消费将从2017年15万亿元

人民币的水平增长到2030年的

45万亿元人民币，并成为今后

10年消费市场的主力军。长三

角、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中游、成

渝地区和京津冀等五个城市群

的三四线卫星城市有望继续领

跑消费市场。

目前，不少三线及以下城

市都在大力发展新型城镇，促

进经济提质增效。盘和林表

示，三四线城市消费力爆发主

要得益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以及“互联网+”产业的带动。

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具有更

为广泛的延展性和带动性，以

电商为代表的互联网线上业务

弱化了地域交通对市场范围的

约束，推动了商业信息的传递，

缩小了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区

位差异和认知差异。

业内人士指出，三四线城市

的消费“逆袭”赶超以及核心消

费人群的年轻化、品质化，不仅

释放出巨大消费潜力，也为相关

行业提供了培育消费动能的新

方向。

从30秒钟左右的人工收费，到10秒钟~15秒钟的扫码付费，再到2秒钟的无感支付，
打造智慧停车体系正成为化解城市停车难新思路

□ 任 翀

开车 10 分钟，停车半小

时。在上海等超大城市的特定

时段，停车难是不少驾驶者挥之

不去的烦恼。不过，家住宝山的

屠先生近日开车携家人前往万

达广场用餐时发现，车库门口竖

起一块“微信无感支付”的指示

牌。根据指示在微信小程序上

完成车牌绑定后，屠先生几乎不

用停车就完成缴费。他对“无感

支付”的体验感受是：“进出商场

只要2秒钟就能过闸进出，停车

费缴付自动完成。不用现金，不

用信用卡，也不要手机刷二维

码，直接开车走人，既节约时间

也提高停车效率。”

据《上海交通行业发展报告

（2018）》显示，2017年底，上海

市注册机动车保有量 390.5 万

辆，较上年增长8.5%；截至2017

年6月，全市非居住类停车缺口

约46.7万个。除了从源头新增

停车位，包括互联网技术在内的

智慧停车体系打造，也是化解停

车难的“第二条腿”。有了无感

支付、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

多种技术“加持”，停车难会有所

缓解吗？

“人脸识别”变成
“车牌识别”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由停车

场进出口的设备对车牌号进行

识别，继而计算停车费，通过绑

定的微信支付账户进行结算。

早在2017年，上海虹桥机

场与支付宝合作，在国内推出首

个“无感支付”停车场。两年后，

“无感支付”停车场不只是覆盖

机场等重要枢纽，越来越多商场

也开始加入。

市民李先生说：“商场停车

缴费最麻烦的是那种要凭停车

卡去缴费窗口缴费的，然后查验

通过才能驶离；稍微进步一点的

是离开停车场时在出口处扫二

维码付款或人工付款，车一多出

口处就会排队；感受下来‘无感

支付’最方便，绑定车牌后直接

驶离就行。”据悉，全国283家万

达广场近日均已上线无感支付

停车服务。

据微信支付停车相关负责

人王宇西介绍，“无感支付”背后

的技术原理是“委托代扣+车牌

识别”。“委托代扣”就是用户授

权的小额免密支付。用户对停

车场等信任的支付场景开通委

托代扣后，由后台系统进行扣

款，从而避免停车场信号不佳影

响扫码支付、人工收费时间较长

等问题。

“车牌识别”的原理和“人脸

识别”一样，就是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由停车场进出口的设备

对车牌号进行识别，继而计算

停车费，然后通过绑定的微信

支付账户进行结算。王宇西表

示，“无感支付”的实施成本并

不高，大部分公共场所都能通

过它告别人工缴费或“扫一扫”

缴费，“这就意味着用户只要一

次授权，未来不带手机也能顺

利进出停车场。”

经常驾车到上海虹口区北

外滩地区办事的何先生近日发

现，他常停车的地方最近有个新

式“武器”，车位地下装了个地磁

检测器，每次停车后无需再向管

理员付停车费，绑定的支付宝会

自动帮着缴费，这让何先生省了

不少事。

从 30 秒钟左右的人工收

费，到10秒钟~15秒钟的扫码付

费，再到2秒的无感支付，是技术

进步，也是效率的提升。它意味

着停车场出入口大排长龙等待

收费的情况减少，物业公司在停

车场的运营成本也有望降低。

从“停车诱导”到
“自动泊车”

计划探索车位共享和车位

预约功能，未来“更聪明”的停车

场会与自动驾驶车辆联系在一

起，实现“自动泊车”。

业内专家指出，“无感支付”

切入的只是整个停车链条中的

支付环节，侧重解决“停车难”的

智慧停车行业也在逐渐兴起。

在上海，基于大数据等新技

术的“停车诱导”服务早就落

地。在上海等大城市中，停车诱

导系统并不稀奇：通过收集主要

商务区的停车位资源，驾驶员可

通过道路上的显示屏，获取附近

的停车位信息和变动情况；还有

一些商场、写字楼开发了自己的

停车诱导系统，为驾驶员提供车

位信息查询服务。

除了道路显示屏，驾驶员还

能通过线上地图、公共网站等获

取更加详细的车位信息；另外，

当停车场、停车位与具备自动驾

驶功能的车辆联系起来后，“停

车诱导”还能变成“自动泊车”。

百度地图的智慧停车场接入

ETCP具备的全国超过6600个

停车场、总计逾240万个停车位

的所有静态和动态数据。车主

可通过地图查看每个停车场的

具体信息，包括出入口位置、收

费情况、不同时段拥堵情况等。

双方还计划与ETCP合作探索

车位共享和车位预约功能，未来

的停车场会与自动驾驶联系在

一起，实现“自动泊车”。

这些，也不是智慧停车场的

最终形态。有人期待，真正的智

慧停车不仅是解决一个停车场、

一个小区的问题，而是真正解决

整个城市的停车难题，甚至改善

整个城市的交通问题。

湖南耒阳举行清明祭扫英烈活动
本报讯 “滔滔耒水，

历古流今。汉唐风起，千载

未泯……”4月5日，湖南耒

阳在当地烈士陵园举行“我

们的节日·清明”祭扫革命

英烈主题党性教育实践活

动，纪念湘南起义91周年，

缅怀追求崇高理想、谋求人

民福祉、献身伟大事业的革

命先烈，表达耒阳人民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永远跟党

走的坚定信念。

朱德夫人、耒阳籍革命

烈士伍若兰的侄儿伍天晓

表示，这次活动意义重大，

党和政府、国家和人民都

没有忘记革命先烈。这次

活动的举办，对年轻人也

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和鼓舞

作用，希望大家珍惜革命

烈士用献血换来的幸福生

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不懈奋斗。

近年来,耒阳市深挖红

色资源,强化红色教育,把

“让红色升温”作为加强党

的思想政治建设和耒阳产

业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

“红色资源”焕发新活力,

成为撬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动力。去年再次投入

300余万元对培兰斋、伍若兰

故居、梁家祠堂等革命旧

址进行提质修缮,并将培

兰斋、耒阳烈士陵园、谢维俊

故居列为全市党性教育基

地,利用这些红色革命遗

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拓

展党员干部教育空间,打

造党性教育“实境课堂”和

“红色熔炉”。

（资一帆）

本报讯 3月 28日，中

国五冶集团承建的雅安经

济开发区现代物流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进行了竣工验

收，比合同工期提前了 9

个月。

据悉，该项目是连接芦

天宝飞地园区与名山火车

站现代物流园区的道路路

网工程，是以川藏铁路名山

站为中心打造的园区经济

发展线路，道路总长15，671

米，共有14 条道路，包括路

基路面工程、桥涵工程以及

给水管网、绿化工程等相关

配套设施。

作为物流园区重要交

通枢纽，该项目建成后将极

大地推动雅安经开区物流、

旅游等产业经济发展。同

时，该项目是雅安市第一个

PPP项目，受到该地政府、市

民的高度关注。

（梅 超 黄德文）

四川雅安首个PPP项目竣工

成都露天音乐公园将投入运营

本报讯 由中国五冶

承建的广西防城港钢铁基

地项目焦化备煤焦炉土建

工程3月29日正式开工。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广

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企

沙镇临海工业园区，公司承

建其两座大型焦炉及配套

设施，工程内容主要包括焦

炉本体、煤塔、烟囱、总分烟

道、操作台、装煤出焦除尘

地面站、电气室、控制室等

主体结构及公辅设施的土

建部分。

相关人士表示，该工程

对进一步完善防城港钢铁

基地项目基础和配套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建成

后将有力支撑防城港钢铁

基地项目中高端板材产品

的生产。

（梅 超 房振东）

防城港钢铁基地一项目近日开工

4月9日，位于新疆天山脚下的乌什县奥特贝希乡巴

什阿克玛一村，村里及周边的几万棵杏树正值花期，村民

正在杏花林中劳作，为“杏花节”做准备。据了解，对口援

建乌什县的浙江衢州市于2017年投入援疆资金400万元

人民币，帮助该村建设旅游基础设施，补植移栽杏树

17,500棵，并通过举办“杏花节”等节庆活动拓展该村的旅

游项目。 刘 新 摄

浙江助力新疆打造浙江助力新疆打造““杏花村杏花村””

4月10日，兰渝铁路首次开行的兰州至成都东“绿巨人”动车组列车在兰州站发车。当日零

时起，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实施新一轮列车运行图。 杨艳敏 摄

兰渝铁路首开兰州至成都兰渝铁路首开兰州至成都““绿巨人绿巨人””动车组列车动车组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