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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看——新消费需求势不可挡，
消费升级趋势强劲

打卡宏伟壮观的故宫、观看大熊猫宝宝在线卖
萌、游览美不胜收的九寨沟……作为一名“90后”，南
昌市民小刘早已习惯网上购物、餐饮外卖、移动支付
等线上消费，而前段时间体验的“云旅游”，让她足不
出户就拥有了“诗和远方”。小刘的经历只是疫情防
控期间新消费井喷的一个缩影。

商超打烊无处买菜？一键下单快速配送；孩子
在家耽误学习？线上直播听名师讲解；宅在家里头
疼脑热？动动手指向医生远程问诊……疫情防控期
间，新消费全方位加速融入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让
许多人有了前所未有的新体验。新消费是基于“互
联网+”的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和新场景，其最为突
出的特点是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记者梳理发
现，疫情防控期间的新消费无外乎三个字——“新”

“融”“大”。所谓“新”，指新催生出来的消费，例如无
接触配送、“云买房”等；所谓“融”，指线下成熟的业
态模式转为线上线下相互融合，包括在线教育、在线
医疗等；所谓“大”，指已有模式得到发展壮大，比如
直播带货、生鲜电商零售等。

宅家期间，线上文娱和电商团购开启了退休职工
老魏的新生活。上午，他跟着邻居线上拼团购买生
鲜产品；下午，他打开手机 APP，摆开文房四宝，在线
学习书法，不时下楼收个快递；晚上，他与亲友视频
聊天。“本以为在家会闷出病，没想到现在还嫌时间
不够用。身边老朋友线上练瑜伽、学唱歌的，都有！”

“50后”老魏对自己赶上新消费的时髦生活很是适应，
过得有滋有味。他把手机往记者面前一摆：“你看，我
手机里现在有 8个购物软件、6个视频软件、3个直播
软件。”

不断涌现、快速迭代的新消费,让其群体扩大了，
体量上来了，消费升级也正翻开新的一页。网红消
费、定制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成为
消费新业态、新热点，服务消费、信息消费和品质消费
等呈现出巨大的增长潜力；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银
行APP跨界线上问诊、商场推出“云逛街”、直播平台
上线“云游季”……

“新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线下消费的不足，
起到了扩内需、促消费的作用，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托起了特殊时期经济的新增量。”江西财经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教师、博士郭英认为，当前，消费需求已更多
地从商品层面转到服务层面，新消费结构和品质的加
速升级，既会带来全新的消费增长点，又能有力推动
未来消费经济发展，为经济增长带来持续动力。

辩证看——对传统业态形成冲击，
倒逼市场主体积极挖潜

新消费也打开了企业转型发展的另一扇窗。对
于传统业态而言，疫情是“黑天鹅”，也是“风向标”，
不少市场主体在“市场寒冬”之下积极挖潜、迅速转
型，尽展“云”端精彩，以“互联网+”新模式破局。

春节前夕，江西万载千年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
清风本打算在传统旺季大干一场。哪知新冠肺炎疫
情突袭，下游订货商大量退货，批量存货积压在库，货
款收不回来，资金链面临断裂，措手不及的变局一度
将杨清风逼到墙角，他决定放手一搏，将公司其他部
门的人力物力悉数转入电商部，依托互联网打造“线
上+线下”社区电商平台和微信小程序，20天的时间，
线上销售额便突破 50万元。受到鼓舞的杨清风又紧
跟淘宝直播带货和抖音推广促销的新风口。至 3 月
底，公司线上销售订单数有 23 万笔，销售额达 720 多
万元，占总销售额的76.5%，占比较之前增加了3倍。

这类故事还有不少。一家小门店，疫情防控期间
靠直播实现销售额30万元！这是“60后”王女士交出
的成绩单。她在井冈山风景旅游区开了一家特产店，
为应对旅游业“寒冬”，她试水直播带货，打糍粑、磨豆
腐、酿米酒……直播间粉丝很快突破 2000人，一场直
播能卖出上万元的商品。“没想到生意比之前还好，今
后既要做好线下生意，也要挖潜直播卖货。”王女士信
心满满。

“您有新订单来了。”外卖骑手接单，中央厨房统
一配选食材、封装、出货，消费者可在直播间观看菜品
制作全过程，这是九江一家餐饮店近期的日常营业
场景。老板林云坦言：“线下客流在低位徘徊，线上自
救却收获意外惊喜，现在店里一天能卖400多单。”

与商贸、零售、餐饮等行业相同，传统业态中的金
融市场主体也纷纷创造新供给，“加码”线上产品和线
上服务开发推广。农业银行江西省分行把线上产品
作为对接融资需求的主要工具，支持小微企业复工复
产、复商复市，贷款额达4.8亿元。同时，与大型商超、
电信运营商等强场景商户合作，打造“掌上银行+智慧
货架+消费金融”场景，实现场景效应规模化。

传统银行缺乏高频化的交易场景，疫情加速了在
线上运营多维度的非金融场景，并引流到金融服务，
这正成为金融业务发展的重点。以流量经营为核心，
全面提升线上经营能力，融入场景、融入生态，构建多
层次的“金融+平台+场景”服务体系。

全面看——耕“云”种“数”成常态，
新业态增长可期

以大健康、线上办公、数字娱乐等为代表的数字
经济新业态，在新消费浪潮中表现亮点，获得空前的
发展机遇，推动消费新需求不断升级迭代。

江西雄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智能商业服
务提供商，业务范围涉及互联网营销、VR 在线医疗
等。“疫情催生了许多线上消费需求，这正是我们拓
展业务的好时候。”公司副总裁谭俊伟介绍，自 2 月
初线上复工以来，公司扩招了 30 多名员工，开发上
线雄猫直播平台，帮助客户将线下宣传、活动和培训
搬到线上，并迅速吸引了 1500 多名客户。同时，牢
牢把握住猛增的健康消费新需求，加大 VR 在线医
疗推广和供应链整合力度，打造虚拟场景心理健康
平台。

新消费也让新业态、新模式有了更大的试验场。
走进江西科骏实业有限公司，培训师丁艳正在给从丰
城市赶来的客户介绍在线教育产品服务资源。“VR在
线教育的市场消费需求暴增，最近每天都有从外地赶
来洽谈合作的客户。公司一季度销售额达 1200 万
元，与去年同期持平，预计二、三季度销售额会大幅增
长。”公司总经理刘小兰说，公司将抢抓机遇期，从内
容研发转向平台研发，用VR云平台打通信息孤岛和
硬件壁垒，构筑软硬件相结合的线上教育生态，打造
消费新的增长极。

在中国（南昌）VR产业基地，多家企业正在需求
侧的东风下追着风口跑。美房云客及时整合技术资
源，由工具提供商升级为兼具内容和运营的综合服务
商，开发线上置业平台，目前已有200多家公司入驻，
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江西以太科技园有限公司瞄准年
轻受众群体，推出多个吸粉上百万的动漫 IP，下一步
准备和基地内其他6家公司以区块链模式整合技术、
人才和市场资源，共同做大新消费“蛋糕”。

进入“万物皆可网购”的时代，业内耕“云”种“数”
已成常态，新业态拓展出新空间，新模式激发出新活
力。对此，南昌市虚拟现实产业发展推进中心主任杨
征宇分析，疫情防控期间，线下要素流通被限制提升
了线上消费新需求，放大了生活数字化的应用场景，
让人们更加深刻认识了信息化、智能化的趋势，VR、
AR 的认知度也得到明显提升，数字经济供给结构日
益升级，与新消费形成良性互动，新业态增长可期。

长远看——稳住存量激活增量，畅
通产业经济大循环

有人心存疑虑：随着经济社会运行在常态化疫情
防控中逐步趋于正常，新消费或许是昙花一现。

“新消费的发展提速表面上看是由疫情催生的，
更深层次看则是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和数字经济
快速发展的结果。新消费的热度在短期内不会降低，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将继续凸显。”业内人
士对新消费的未来一致看好，同时也指出，新消费涉
及用户体验、商业模式、业务形态等方方面面，现阶段
存在一些亟待补齐的短板。例如，有些产品质量和服
务得不到保障、企业创新动力不足、新技术不成熟，导
致新消费面临“成长的烦恼”。

做大做强新消费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补齐短板才
能后劲更足。专家认为，要利用疫情防控期间形成的
消费黏性，打通并拓展消费新空间，补齐短板，稳住存
量激活增量，畅通产业经济大循环。

——进一步激活企业作为市场和创新主体的角
色。新消费的本质是创新驱动。郭英提出，企业要瞄
准消费新趋势，及时调整商品和服务投资，加大创新
研发力度，解决供需错位问题，统筹利用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以创新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带动产业和消费

“双升级”，构筑新消费生态优势。
——持续强化新一轮发展需要的新技术支撑。

新消费是数字时代蓬勃发展的产物。杨征宇建议，今
后应该更加重视以 VR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供
给在稳增长、促转型、育动能中的作用，强化人工智
能、区块链、量子通信等技术攻关，强化新技术新业态
新模式对生产、流通、分配等经济活动的改造，推动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向纵深发展，促进新消费向数字
化、融合化、高端化发展。

——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扶持作用。相关部门
要尽快完善与新消费相关的配套环境和引导政策，研
究制定针对性强的引导鼓励政策，从融资、财政、税
收、人才等方面为新消费发展营造更好环境，提供相
应的服务保障；在规划建设中，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的建设布局。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新消费的巨大潜能正在释
放，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把握新消费的市场发展机
遇、升级换代契机，进一步以消费带动生产，以创新带
动转型，以存量带动增量，就一定能筑牢新消费发展
的基础，向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迈进。

疫情对企业来说是一场危机，但也蕴藏着大量的发展机
遇。在疫情的倒逼下，许多传统工贸企业以变应变、化危为机，开
始从“闷头搞生产”到“拥抱新需求”，转变生产经营模式。

新消费场景和业态的涌现，推动不少行业进入变革和资源
整合的深度调整期，这不仅对企业复工复产、复能达产有积极
作用，激发出生产新活力，更对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有导向
作用，加速了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

生产决定消费，消费拉动生产。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在欣
欣向荣的新消费下，关键是要把握住生产新契机，沿着新消费
的新航道，转换发展动能，驶入创新发展快车道。对相关部门
而言，要进一步放大政策引领作用，依托工业互联网促进传统
产业上线上云，扶持引导企业在市场浪潮中乘风破浪，一路向
前，在生产与消费形成的良性互动中，让生产效率更高、消费动
力更强、经济发展成色更足。

疫情防控下，新技术引爆新产业，新业态激发新活力，新模
式拓宽新路径，我们看到一个个充满活力的新消费出现在时尚
现代的城市和广袤无际的乡村。感叹之余，记者不禁想起一位
专家的话：“新消费，直接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
追求，它既是经济发展之所需更是民生之所向。”

民生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开发产品、壮大
产业、发展经济，就是为了增加老百姓收入，扩大老百姓需求，
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疫情下火爆的新消费，也正是瞄准了
特殊时期老百姓的需求特点，顺应了新时代市场发展的快速变
化，因而获得巨大成功。如何把在疫情防控期间催生的新型消
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可持续发展下去，归根到底还是要
抓紧落实各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举措，针对性地解除群众
后顾之忧，围绕稳就业、惠民生、扩内需，主动补短板、强弱项、
添动力，让人民群众有能力消费、敢于消费、放心消费。

冲寒已觉东风暖。放眼未来，新消费还有很大潜力，我们
要以民生需求为突破口和着力点，引导市场主体及时捕捉民生
消费热点，着力优化消费环境，拓展消费路径，构建消费升级新
平台，涵养新消费的良好生态，持续推动新消费扩容增量，实现
改善民生和经济发展的有效衔接。如此，赣鄱大地在不断撬动
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动能同时，新消费也将迎来生机勃发
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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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消费契机 激发生产活力
南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 何 琦

新消费，是经济发展所需
更是民生所向

疫情防控期间，江西邮政快递业务量大幅上升。 通讯员 杨祺林摄

江西雄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为消费者提供VR医疗体验。 通讯员 谭 影摄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犹如我
省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一次压力
测试，抗压能力到底如何？“免疫力”是
否一如既往？

细微之处最能感知——
“我们线上办公，老人线上买菜，孩

子线上学习，什么都不耽误”；
“江西邮政快递一季度投递总量达

6353万件，比去年同期增长81.7%”；
“江西以太科技园有限公司自2月

份以来，虚拟直播供应内容制作订单激
增，档期已排到明年；

…………
不难发现，今年以来，抵御疫情风

险挑战的刚性，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
韧劲，都离不开新消费的赋能。疫情
之下，行业细分和内容创新越来越快，
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
术为支撑的新消费提质扩容，在线消
费带来嬗变之机；“宅经济”“云经济”
逆势火热，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补
位；市场主体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
业化赋予的机遇，危中寻机、转危为
机，形成发展新动能，进而把被抑制、
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把新型消费、
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猛然间，人
们发现：新消费，未来已来前景可期！

来自各地的客户来到江西科骏实业有限公司，洽谈VR在线教育业务。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