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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未来

——我国经济新动能加快释放

■周蕊 樊祥冲

前期准备 >>
论网红店的自我修养

□新华社记者 秦晴 摄

日前，APEC 会议在越南岘港市举行。阿里亚那会议中心会场外，一排 ofo“小黄车”引
起与会者和当地市民的注意。一些人饶有兴致地骑上车拍照留念。
今年前 3 个季度，我国经济增长 6.9％，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其中，一系列以“新”为关
键词的产品、消费等均保持快速增长，新动能加快释放新动力。
■新华社记者 齐中熙

创新引领作用不断强化

为传统产业注入生机活力

11 月 12 日零时整，2017 年“双 11”天
猫的成交额锁定在 1682 亿元，全球消费
者通过支付宝完成的支付总笔数达到
14.8 亿笔，比去年增长 41%。
统计数据显示，从 2014 年到今年上
半年，我国服务产业占 GDP 比重、最终消
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增长了 5.9
和 14.6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每年增长超过 10%。
当前，全球正迎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
革命，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在全球范围内
掀起浪潮，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共享单车
……技术和模式创新正在中国经济中不
断催生出新业态，不仅给中国经济带来新
活力，也给世界经济带来新动力。
ofo 创始人戴威日前在 APEC 工商领
导人峰会上表示，ofo 已经遍布全球 18 个
国家，
为 2 亿用户提供出行服务。未来，
他
们要为全球 20 亿用户提供无差别服务。
“中国经济由中低端走向中高端过程中，
发生的变化、
产生的新东西风起云涌，
不断创
新、
涌现出新的增长点。
”
经济学家姚景源说。

直播、闪送、创客、网约车、私人定制
……近年来随着新平台、新职业、新模式
不断涌现，一些传统行业也搭上了新经济
的
“快车”，焕发出新的活力。
中国一拖集团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
实现了大型装备的“私人定制”。2016 年，
这家企业的主导产品东方红大马力拖拉
机，单品种 10 台以下产量的订单占订单
总量的四分之一。
ofo 先后与凤凰、飞鸽等 20 余家国内
自行车生产企业建立供应关系，还创造出
共享单车城市运维、城市仓储组装等新型
岗位。仅 ofo 一家公司就在国内吸纳就业
或直接惠及 20 多万人。
“中国经济发展中
‘增量崛起’
和
‘存量
调整’
齐头并进，
创新引领作用不断强化，
对
经济增长、
转型升级、
扩大就业的支撑作用
与日俱增。
”
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为世界经济带来新发展机遇
在过去的一年中，有超过 225 万人次

入住了分享住宿平台爱彼迎（Airbnb）在
中国的房源，
同比增长 287%。
据统计，去年中国共享经济规模超过
3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 1 倍；融资规模
约 1710 亿元，同比增长 130%；参与人数超
过 6 亿人次，
提供服务者约 6000 万人。
“中国已经成为爱彼迎在全球发展最
快的市场。”爱彼迎（Airbnb）联合创始人
兼首席战略官内森表示，预计到 2020 年，
中国将成为爱彼迎全球第一大客源市场。
一方面是中国新经济大踏步走向世
界，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产品、模式也在
中国找到了成长的沃土。刚刚过去的“双
11”购物节，共有 225 个国家和地区参与
其中，
涉及全球品牌 14 万个。
最 近 5 年 来 ，中 国 经 济 年 均 增 速
7.2%，在世界范围内一枝独秀；对世界经
济增长的平均贡献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
本的总和，
居世界第一位。
“去年全球经济增长约 35%的贡献来
自中国，未来中国依然会保持高额的贡
献，这是非常伟大的成就。”世界银行首席
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表
示。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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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噱头 几分套路
——网红店炮制
“秘辛”
为了在网红餐厅排队抢位子，
“黄
牛”大打出手；网红奶茶店专门提供给
孕妇的排队绿色通道，
因为人太多不得
不关闭……
每每看到这样的
“新闻”，看到那些
“活”在朋友圈里的网红店，
看到网红店
外长长的队伍，你是不是信以为真，甚
至耳红眼热、蠢蠢欲动，也想小试身手
开一家？记者调查后，
为你打造了一份
网红店炮制
“秘辛”
。

日前，香港的士正式接入支付宝。

美编 / 吴婷

通过网络营销形成刷屏之势，
再将
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门店消费的顾客，
在特大城市里，网红店吸引了大量人
气，
其门外的长龙俨然已经是不少商圈
里的一景。
网红店为何如此红？噱头不外乎
有特色、抓痛点、搞情调。
你的食品必须特色鲜明。奶茶店
喜茶宣称自己采用现泡的高档茶叶和
高品质的牛奶、面包店 Farine 的卖点是
法国原装面粉烘焙的面包、小清新茶餐
厅一笼“小确幸”主打创新的粤菜和点
心……这些网红店的食品往往满足了
都市新新人类对餐饮创新、健康、有格
调的消费升级需求。
你的卖点必须切中年轻人的痛
点。喜茶在上海爆红之后，
有商家反其
道而行之，推出了“丧茶”，主打都市青
年的
“小确丧”，以吸引前来猎奇的年轻
人。
当然，
你的店必须有情调。食物口
味不必有多惊人，但店面的装修、食物
的摆盘和造型，甚至店里的宠物、玩偶
乃至音乐，必须有情调。只有这样，消
费者拍的照片、录的像晒在朋友圈里才
会被点赞。

操作流程 >>
一个网红三个帮
网红店走红的套路其实颇为相似，
搞懂自媒体吹捧、
“黄牛”捧场、饥饿营
销就够了。
店铺开张前，
选择一些知名的生活
方式类和美食类微信公众号或微博账
号进行宣传。这些公众号撰写的软文，
会给你的店贴上“流行”
“当红”
“优质”
“火爆”等标签，
让读者产生具有超高口
碑的印象。
开业初期，雇佣些“黄牛”来“帮个
人场”。
“ 黄牛”的加入，会让队排得更
长，营造出“产品非常抢手”的形象，出

于从众心理或好奇心，很多没接触过
你的店的顾客就会加入排队的行列，
从而进一步助推社交媒体上热点的形
成。
饥饿营销一旦转变为消费热点，
网
店就红了。
需要提醒的是，跑腿类 APP 会在
你的店红了之后，
“收割”走一部分不愿
意排队但又有好奇心理的顾客。在网
红蛋糕店 Lady M 的上海店现场，一位
跑腿 APP 的代购员告诉记者，代购的
到手价格由商品费、排队费和跑腿费三
部分组成，
排队费为从代购开始排队直
到买到蛋糕，期间每分钟 0.5 元，跑腿费
为每公里 4.6 元左右。这样，原价平均
75 元一块的蛋糕到了“黄牛”和代购手
里就变成了 200 元左右，溢价之大令人
咋舌。
要有心理准备的还有“店红是非
多”，因为红火的人气带来的不全是好
消息。喜茶因过多
“黄牛”、代购排队而
饱受诟病；Lady M 上海店开业没几天
就因排队人数过多，
有
“黄牛”抢位打架
等问题，引发警方关注，被要求停业疏
散人群。

维护与升级 >>
网红欲长红，必练此功
以新奇的年轻化元素快速聚集人
气的网红店，
能红得长久吗？
今年春天登陆上海后一度排队时
间超过 3 小时的喜茶已经“降温”，在来
福士广场，记者发现，其上海首店的排
队 时 间 已 经 变 为 20 分 钟 左 右 。 Lady
M 的热度变化更明显，相较于开业首
周排队时间长达 7 小时，开业 1 个月后，
排队时间锐减到不足 1 小时。
网红店
“崩坏”的不仅是热度，
还有
品质。今年夏天，
一笼
“小确幸”中央厨
房违规加工一款名为
“拿破仑”的点心，
加工过程中受到沙门氏菌污染，导致
71 人食物中毒。在这之前，Farine 也因
使用过期面粉而被监管部门关停。
知名美食公众号“吃啥”的创始人
房媛媛说，
“热得快冷得也快”的网红店
业态不利于餐饮业的良性发展，
真正好
的品牌应该是细水长流，
而不是推手炒
作。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沈国麟
指出，
网红店是互联网经济下的一种新
营销模式，其“保鲜期”非常短，对消费
者的吸引力更多是
“图个新鲜”，复购率
低，想要长红，需要的是真实的口碑和
忠实的顾客群。想要做长红的
“百年老
字号”，店家就要苦练内功，在“看不到
的地方”下功夫，而不仅仅是外表上过
度包装。
新华社上海 11 月 14 日电

调查显示：我国企业景气明显回升
企业家看好未来经营前景
车、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等，认为“良好”的
比“不佳”的多 30 个百分点以上；造纸、钢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13 日发布的第
铁等经营状况相对较差，认为“良好”的比
25 次全国性企业家年度调查《2017·中国 “不佳”的少 10 个百分点。从盈利状况
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报告》显示，目
看，今年上半年盈利的企业占 53.7%，比
前我国企业产销逐渐回暖，库存水平趋于
2016 年上升 2.6 个百分点，为近六年最高，
正常，企业盈利改善，企业景气明显回升。 “收支平衡”的占 26%。
调查中，关于目前企业综合经营状况
对于未来的预期，企业家认为未来市
结果显示，认为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家
场需求稳中有升，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用
占 34.4%，认为“一般”的占 52%，认为“不
工需求温和上升，企业经营前景整体比较
佳”的占 13.6%，认为“良好”的比“不佳”的
乐观，这一结果在反映市场未来需求情况
多 20.8 个百分点，这一数据为 2011 年以
的订货数据上有所反映。调查显示，认为
来的最高值，表明企业景气明显回升。从
目前订货“正常”的企业家占 60.4%，
“高于
地区看，东部地区企业景气状况相对较
正常”的占 11.4%，两者合并比 2016 年上
好，中部居中，西部相对较差。从行业看， 升 17.7 个百分点。其中，订货情况明显好
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服务、医药、汽
转的行业有：采矿业、食品、纺织、服装、化
■新华社记者 郭小兰

工、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仪器
仪表等。
同时，企业家认为当前企业发展仍然
面临较大挑战，主要表现在，一是部分行
业产能过剩依然严重，设备利用率处于低
位；二是人工成本上升和社保税费负担过
重的压力尚未缓解；三是中小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仍然突出；四是二三线城
市房价上涨预期明显，潜在的金融风险可
能造成经济波动的可能性。
企业家认为，近年来放管服改革取得
成效，企业经营的市场环境不断优化，要
进一步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更加
注重简政放权相关措施的实际成效，通过
进一步减税等举措降低企业成本。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捧
“红”

□新华社 发 徐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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