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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

垃圾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同样，闲

置物品都是还没有找对主人的宝贝。消费

升级大背景下，消费者们越买越多、越买越

勤，个人物品开始进入“存量经济时代”，交

易闲置物品的需求得到快速增长，以二手

买卖、二手置换、二手回收及二手捐赠为主

要交易形式的二手市场，风头正劲。

垃圾分类带动二手交易市场

个体商贩骑着三轮车在大街小巷来回

穿梭，车头挂着“高价回收废旧电器”的醒

目标牌，车载扩音喇叭里整日重复着“回收

冰箱、彩电、洗衣机”的吆喝声……这是过

去出让闲置二手家电的熟悉画面。

现在，处理废旧家电可就随性多了。

市民李女士最近刚通过支付宝的“易代

扔”，处理了一台使用近 5 年的 32 寸液晶

电视，平台回收价为 40 元。“可以提前预

约上门回收时间，而且回收价格与市场价

几乎没有出入，对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和早

出晚归的上班族来说，非常方便。”李女士

表示。

在“易代扔”平台，旧衣物、废塑料、纺

织品等可再生垃圾，家具、床垫、运动器材

等大件物品都可以进行回收。据了解，随

着垃圾分类正式施行，“易代扔”相关回收

服务迎来订单激增。

其实，更早些时候，垃圾分类新规已经

带动了一批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广泛铺设，

“小黄狗”就是其中代表。金属0.6元/千克、

塑料 0.55元/千克、纸类 0.7元/千克，有偿

回收的形式使不少小区的智能回收箱一度

“爆满”。

“再创造价值”模式走红

本月初，阿里巴巴旗下二手交易平台

“闲鱼”宣布将参与回收产业链条，已支持

包括数码产品、乐器、图书、衣物鞋帽以及

虚拟卡券在内的 57类商品上门回收。接

下来，“闲鱼”还计划继续扩大品类覆盖的

规模，并面向社会征集合作伙伴来服务消

费者，通过回收，让回收企业和环保企业提

升效率。

在此之前，京东宣布其旗下二手商品

交易平台“拍拍”与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回

收平台“爱回收”进行战略合并，同时京东

将领投“爱回收”新一轮超过5亿美元的融

资；同为二手商品交易平台的“转转”，深入

布局微信生态，入驻微信钱包的“九宫格”，

并探索小程序矩阵，开发图书、手机等自营

品类等。

不难看出，上述数家二手电商领域的

头部综合平台对于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

据电商智库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不久前发布

的《2018 年度中国二手电商发展报告》，

2017 年底二手交易市场的市场规模已达

5000 亿元，2018 年的市场规模约为 7000
亿元。庞大的市场规模让这块“蛋糕”更具

吸引力。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

认为，过去二手就意味着“贬值”，但随着低

碳生活、环保等观念的普及，以及二手商品

交易的“再创造价值”模式开始深入人心，

这种意识正在发生转变，二手交易已开始

进入很多消费者的生活中。

二手细分平台百花齐放

如何争夺最多市场？将平台做大做全

是一种方式。记者在生活服务平台“58同

城”的二手交易页面看到，物品类别达到

25种，其中不乏玻璃回收、中药材回收、文

体用品回收等高度细分的类别。在“闲鱼”

平台，细分程度有增无减，仅“生活百货”一

个类目下，就有大到按摩椅、小到扳手钳子

等60个分类。

头部综合二手平台相互对峙，专业平

台则一派百花齐放。买卖二手车，有“瓜

子二手车”“优信二手车”等；中文古籍旧

书交易，有“孔夫子旧书网”等；闲置奢侈

品交易，有“优奢易拍”等；母婴闲置物品

交易，有“花粉儿”“别买了”等。有业内人

士认为，虽然这些二手交易平台只限定

于服务一小批特定人群，交易总量很小，

但这类细分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对

较小，已经形成了良好生态，未来会持续

存在，头部综合二手交易平台仍很难取代

它们。

本报讯（记者 欧莉）在康桥一家办公

楼的丰巢快递柜前，周小姐输入密码，取出

了快递柜里的几本图书。书是别的用户免

费送出的闲置物品，周小姐只支付了 5元

钱的快递柜使用费。这是今年 5月，丰巢

快递柜推出的“欢乐送”项目，穿过一次就

不再穿的衣服，心心恋恋买回来却一次没

用过的口红，为了减肥买下来的小码衣服

……不需要但不想扔的物品，都可以在“欢

乐送”上送给需要的人。

“欢乐送”上线以来，受到一部分爱分

享、爱清理的人们的喜爱。丰巢日前发布

了首份“欢乐送”数据分析报告。报告显

示：在“欢乐送”发布过产品的用户中，90
后与80后占比最大，深圳、上海、杭州三个

城市使用最为活跃，住宅区域用户较商业

区活跃。此外，发布品类中，家居类和图书

类占比较高。

周小姐表示，自己在“欢乐送”上不

仅可以选自己心仪的物品，也会把自己

闲置不用的物品通过快递柜送出去。

“‘欢乐送’就像是你的‘解忧杂货柜’，把

那些让你忧心纠结的闲置物放进柜子

里，送给有需要的人，会让你收获一种奇

妙的心境。”周小姐表示，送出的物品如

果被领取，自己还可以获得一张丰巢 6
元寄件券。

记者了解到，随着垃圾分类在全国加

速推进，垃圾分类带来的产业“新蓝海”悄

然而至，催生了很多二手交易平台。但

另一份报告则显示，90%的淘宝用户有闲

置物品，却只有 8%的淘宝用户会主动在

二手交易平台上贩卖自己的闲置物品，大

多是因为二手闲置交易麻烦且耗时。一

些消费者表示，愿意在方便、省力、省时

的情况下，把闲置物品免费送出。丰巢

就是看中这一潜在市场，利用其遍布各

大小区、商务楼宇的快递柜，把线下的交

换店铺模式搬到线上，形成一个线上集

市，大家可以在这里交换服装、数码、家

居、美妆、包饰、图书等。用户在线上看

到心仪物品后，可以按照距离选择自取或

者邮寄方式领取物品，选择自取的用户只

需支付 5元快递柜使用费，选择邮寄的则

按照距离远近支付相应的运费。数据显

示，“欢乐送”目前被领取占比最高的物品

是服装、美妆、数码类，占比分别为 21%、

13%、14%。

本报讯（记者 王延）这个暑假，位

于上海陆家嘴核心地区，紧邻东方明珠

的迪士尼旗舰店特别邀请小朋友们展开

想象力，发挥创造力，来参与迪士尼公主

“小小创玩家”暑期活动。

在7月17日的首场活动上，身穿迪士

尼公主裙的小朋友们不仅体验了小公主

创玩互动DIY，还参加了趣味横生的小公

主欢乐会，了解了迪士尼公主的相关知

识，聆听了《美女与野兽》中文版音乐剧主

演们带来的“小公主故事会”。

即日起至 8月 7日，迪士尼旗舰店将

每周举办以迪士尼公主为主题的“小小

创玩家”活动，孩子们将有机会与来自迪

士尼英语的外籍培训师一起，进行趣味

游戏与互动。据悉，此次暑期活动向4-7
岁的小朋友免费开放，家长可通过迪士

尼商店官方微博报名参加。

本报讯（记者 王延 通讯员 顾雪

峰 徐蕾 陈君言 沈璐瑶）随着市民生活

水平的日益提高，市民对于新鲜食材的追

求也日渐旺盛。记者日前从上海海关获

悉，近期巴拿马牛肉、俄罗斯现货帝王蟹、

土耳其樱桃等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食材

陆续抵达上海关区的各个口岸，上海海关

快速响应，通过不断创新通关监管模式，

提升通关效率和便利化程度，助力世界美

味摆上市民餐桌。

其中，7月上旬在上海海关进行通关

作业的23吨巴拿马牛肉系该国首批输华

牛肉。自 2017年中巴建交以来，中巴经

贸领域合作迅猛发展，巴拿马成为首个与

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

拉美国家。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

议，中巴两国将构建更高水平的合作关

系，并促进中拉友好更上一层楼，该批巴

拿马输华牛肉就是两国在农产品领域加

强合作的典范。

海关关员在完成核对箱封、掏箱、验

标验货等一系列标准动作后，现场抽取

样品，第一时间送样至上海海关食品中

心西郊分中心，进行农兽药残重金属等

项目检测。食品中心西郊分中心第一时

间安排工作人员，在48小时内完成检测，

经判定结果合格后，即对该批货物实施

了放行。这为确保消费者餐桌上有源源

不断的合格进口肉类产品供应，发挥了

重要作用。

在前不久，又一艘装载着 58吨鲜活

俄罗斯帝王蟹的运输船抵达上海横沙国

际渔港码头。船舶在靠岸、卸货的同时，

上海海关工作人员实施现场检疫查验、完

成抽样采样，整船鲜活帝王蟹以“零等待”

的方式完成快速通关，迅速进入上海及周

边市场。

“对鲜活品而言，时间就是金钱，就是

企业的生命。”上海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了提高海运鲜活帝王蟹在全国市场的

竞争优势，上海海关建立了食用水生动物

快速通关机制，采取提前报关、7×24小时

预约通关、随到随检、快速验放模式。

对于该批入境的俄罗斯帝王蟹，上海

海关提前对申报材料进行了细致审核，在

货物靠港时实施第一时间检疫查验，并按

照海关总署“2019年度进出境食用水生动

物安全风险监控计划”取样检测有毒有害

物质，按照“进出境水生动物疫病监测计

划”检测水生动物疫病。同时，为企业报

关、货物查验和实验室检测开辟绿色通

道，在最短时间内完成鲜活帝王蟹快速通

关工作。

据悉，这样的通关便利，也让上海海

运鲜活帝王蟹进口成为常态，由以前的一

年进口1船，变为如今平均每月进口1-2
船的稳定贸易。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

个月，海运俄罗斯鲜活帝王蟹通过上海口

岸已进口 8 船次共 430 吨，同比增长了

687%。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2019年上半年上海“首店”成绩

单出炉。据赢商网不完全统计，上半年

上海新增“首店”品牌118家（主要指位于

购物中心内的首店品牌，个别特色品牌

除外）。记者梳理名单看到，其中落地浦

东的有 16家，不乏全球首店、全国首店、

上海首店。

所谓“首店”，是指在行业里比较有

代表性的品牌或新的潮牌，在某一区域

开的第一家店。近年来，“首店”的知名

度和数量，成为衡量一个商业项目优劣

或一个区域商业发展程度的重要维度。

上半年入驻浦东的“首店”中，陆家嘴中

心 L+MALL的老佛爷百货“上海首店”、

奢侈品共享品牌星洞“全球首店”，国金

中心商场的Rebecca Minkoff（瑞贝卡·明

可弗）“内地首店”、森兰商都的网易考拉

线下店“上海首店”等都在开业期间获得

了消费者广泛关注。

118家“首店”从业态看，餐饮业态数

量位居首位，达 42家，占比约 36%；服饰

业态位列第二，数量为 18 家，占比约

15%。浦东 16 家“首店”中，餐饮同样是

热门业态，数量达 6家，经营品类涉及饮

品、日料、江浙菜、西餐等。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首店”品牌

自带的高关注度，使其越来越受新开商业

项目和存量改造项目青睐。赢商网统计

数字显示，2019上半年新开商业项目 11

个，共吸纳“首店”品牌38个，约占上半年

开业总量32%。今年5月正式开业的上海

新天地广场“首店”数量全市最多，共有13
个；同月开业的唐镇恒生万鹂广场“首店”

数量浦东最多，共有5个，包括3家餐饮、1
家超市、1家儿童教育机构。

下半年，浦东拟开业 6个商业项目，

分别为上海唐镇筷乐城、上海永乐广场、

晶耀前滩、上海复地活力城、上海森兰花

园城以及上海华润时代广场。目前已知

的是，计划于 8 月份最先开业的晶耀前

滩，已确定将有涵盖妆发、宠物用品、儿

童乐园、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多家“浦东首

店”“上海首店”入驻，届时，将为浦东的

商业版图新添活力。

本报讯（记者 王延）本月上海非营业

性客车额度拍卖7月20日举行。来自上海

国拍的信息显示，7 月份沪牌个人额度共

投放 9200辆，参加拍卖人数 164085人，中

标率为5.6%。

价格方面，根据上海国拍的信息，本月

沪牌拍卖最低成交价 90000 元，平均成交

价为 90119 元，比上月的 89695 元增加了

424元。这也是时隔 18个月后，沪牌成交

价再次站上9万元大关。

相关资料显示，2017 年 7 月起至 12
月，沪牌成交价连续维持在 9 万元以上。

2018 年起，为放缓价格上涨趋势，避免沪

牌拍卖价格大幅波动，沪牌拍卖一改自

2013年 4月起实施的季度警示价制度，改

为年度警示价制度，警示价为前三年拍卖

成交均价，2018 年全年价格为 86300 元，

2019 年为 88100 元。自 2018 年 1 月起至

2019年6月，沪牌的拍卖价格始终稳定在9
万元之内。

垃圾分类带动二手交易市场
二手商品“再创造价值”走红

快递柜为闲置物品寻找“有缘人”

相关新闻

沪牌成交价时隔18个月再上9万

暑假来迪士尼旗舰店 做“小小创玩家”

上海海关创新监管模式 提升通关效率

巴拿马牛肉俄罗斯帝王蟹“挤”上市民餐桌

上半年16家“首店”落地浦东
恒生万鹂广场数量最多

小朋友们倾听《美女与野兽》中文版音乐剧演员的故事分享。 □迪士尼商店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