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综合消息 近期，低迷了几年的奢

侈品在中国内地销售逐渐复苏， 具有价格

优势、 选择范围多的奢侈品集合店趁机扩

张。 记者发现，近期，多个品牌集合店加速

占领一二线城市。

据分析， 国内奢侈品消费增长主要来

自境外奢侈品消费回流，是由奢侈品价差、

汇率、 税收政策等几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的

结果。

据了解，上周六，汇聚 GUCCI、PRA-

DA、Fendi 等众多奢侈品牌的国际名品集

合店在海印又一城揭开神秘面纱， 接替此

前撤出的 GUCCI折扣店。

丽柏广场近年来也陆续引入全国规模

最大的官方授权免税概念店 ATTOS，以及

广州首家奢侈品童装集合店 Kissocool 和

Bebelux。

业内人士指出， 集合店派出买手自行

采购奢侈品， 可以更好地考虑当地市场的

需求，自行控制上新货的节奏，一些新货有

可能比专卖店上得更早。 还可以按照客人

的要求进行采购。

海印又一城总经理陈凯利表示， 品牌

集合店品牌选择多、涵盖服装、鞋、包包、饰

品等多个品类，而且货品更新，折扣更低，

更有优势。丽柏广场相关人士也表示，引入

集合店后， 使得商场品牌总量逆势增长逾

20多个。

奢侈品销售渐复苏

集合店趁机求“突围”

8月 4日，央行的一份文件在

第三方支付市场引起不小骚

动———从 2018 年 6 月 30 日起，

支付机构受理的涉及银行账户的

支付业务都必须通过网联平台处

理。

此举一出， 相关评论不绝于

耳。 一些观点认为，网联的横空出

世， 会阻碍第三方支付进行金融

创新；另有评论称，此举会让银行

失去备付金合作方身份。那么，果

真如此吗？要理解这些问题，我们

有必要从网联概念谈起。

“网联” 并非支付机构，而是

清算平台， 角色类似于银行间的

清算系统———主要是在各金融机

构之间办理资金调拨、 划拨支付

结算款项， 并对由此引起的资金

存欠进行清偿。

举例来说，如果张三欠李四 8

万元，李四欠王五 6 万元，王五欠

张三 10万元。 在没有清算中心的

情况下， 三人间清偿债务非常复

杂，需要让张三还李四 8 万，李四

还王五 6 万， 王五还张三 10 万。

如果有一个清算系统， 交易就可

大大简化， 只需王五还张三和李

四各 2万即可。

“网联” 的出现，就是在各支

付机构和银行间接入了一个清算

系统， 第三方支付机构只需接入

网联，就相当于接入所有银行，无

需和银行分别结算。 对于支付机

构的支付业务， 网联并不会产生

直接影响。 因此，所谓“网联动了

第三方支付的奶酪” ，其实并不确

切。

事实上， 此前各支付系统都

是直接与银行连接， 由于机构和

银行众多，账户关联复杂，资金流

向难以观测， 这给监管带来了很

大困难。 这种无序运作会让风险

在无形中积累， 为金融系统留下

安全隐患。 而在网联推出后，就可

以为所有第三方支付机构提供标

准服务，有效解决监管困难问题，

为整个支付体系的安全运作提供

保障。

网联的推出究竟会产生什么

影响？ 大体为 “几家欢乐几家

忧” 。

首先， 相对大型的支付机构

的利益可能会受到部分冲击，中

小型的支付机构则可能由此获

益。 此前，一些大型支付机构由于

业务量巨大可获得较大谈判力，

能够在与银行合作中占据有利地

位。随着网联出现，支付机构与银

行直接连接的优势不再， 溢价也

由此削弱；然而，由于此前支付机

构对用户支付习惯的培养， 网联

的出现对各巨头利益能产生多少

实际影响尚难判断。

不过， 此举倒是为中小型支

付机构崛起提供了窗口期： 网联

不仅省去中小型支付机构与各银

行建立连接的成本， 大型支付机

构的优势削弱， 也意味着中小支

付机构在竞争中能够获得更平等

的位置。

其次，对于银行而言，网联的

影响则是多面的。诚然，一些银行

会由于丧失备付金合作银行的身

份而遭到损失，但同时，它们也可

以通过网联获得关键资源。例如，

更为详细的客户交易数据， 这在

大数据时代， 对于制定商业策略

是十分宝贵的。 至于那些规模较

小的银行， 网联则可以让它们省

去单独拓展线上消费业务、 建立

相关渠道的成本。

最后， 银联系统可能是这场

博弈中唯一的输家。毕竟，银联系

统此前一直在觊觎接入第三方支

付平台， 而网联的推出意味着银

联这一梦想的粉碎。

对消费者而言， 网联其实不

会对使用支付平台产生根本性影

响。由于监管的介入，交易的安全

性也将大大增加， 前几年频繁发

生的 P2P 和支付机构跑路事件应

该可以得到有效避免。

这两天，苹果、微信和支付宝

的“补贴三国杀” 正如火如荼地

进行。 毫无疑问，苹果、微信和支

付宝作为目前移动支付软件和硬

件市场的三大巨头， 几乎覆盖了

可以想象的支付用户群体， 而移

动支付正在深切融入到国人日常

生活中，发展速度之快令人侧目。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支

付清算协会在 2013 年至 2016 年

期间发布的相关统计报告显示，

国内非银机构移动支付端支付的

笔数已经从 37.77 亿笔（2013

年） 增加到 970.51 亿笔（2016

年 ）， 年 复 合 增 长 率 达 到

195.09%。 而同期，银行卡支付的

笔数增长趋于平稳， 从 500 亿笔

左右（2013年）增加到 1150亿笔

（2016 年）， 年复合增长率为

32%。 显然，在移动支付的强势追

赶下， 银行卡的支付市场正逐渐

缩小：移动支付时代已经来临。

只不过，此次苹果、微信和支

付宝的“补贴三国杀” 相比以往

有了诸多不同之处， 尤其是支付

宝和微信。 自从阿里巴巴提出

“五新” 战略后，新零售和新金融

相结合的打法正在强化。

阿里巴巴推出盒马鲜生，无

人超市等新零售业态， 一方面符

合消费升级需求， 为消费者提供

了全新的消费和服务场景， 另一

方面则不断强化用户对于支付宝

的使用习惯。 而微信支付更是因

为微信的强黏性， 由社交扩展到

日常生活消费支付， 抢占了庞大

的用户支付习惯入口。

更多的线下 “移动支付场

景”也正在展开。摩拜、OFO在共

享单车领域的双雄争霸， 背后恰

恰是阿里和腾讯以高频次消费、

大规模用户市场为切入点， 实现

用户行为、 消费等各类数据轨迹

整合， 然后在支付上实现产品闭

环的逻辑落地。

共享经济某种程度上已经意

味着大数据共享， 以及移动支付

通过场景扩容实现全覆盖的目标

推进。 而正是因为看到这一市场

的想象空间， 苹果才迫不及待地

要进入到国内移动支付空间争夺

中。

当然， 目前移动支付时代的

政府监管正在强化。 央行支付结

算司近日向有关金融机构下发通

知称，自 2018 年 6 月 30 日起，支

付机构受理的涉及银行账户的网

络支付业务全部通过网联平台处

理。同时，各银行和支付机构应于

2017年 10月 15日前完成接入网

联平台和业务迁移相关准备工

作。

虽然业界对此有诸多解读，

但这并不会给支付宝、 微信为代

表的移动支付平台带来根本性影

响。蚂蚁金服、腾讯在移动支付的

最终目标本身就不是成为一个金

融机构， 而是整合大数据、 云计

算、充分发挥互联技术运营优势、

赋能于传统行业的开放平台。 相

比于以往银联的支付管道模式，

支付宝、 微信更注重线上线下一

体化的科技金融产业发展、 数据

处理技术持续优化、 电子商务基

础设施化以及零售生活服务智能

化， 支付不过是最容易连接用户

日常需求与后台数据聚合的入口

之一。

也因此， 移动支付时代的下

半场巨变，绝不仅仅止于支付领

域，而是全行业联动，未来必将

有越来越多的公共设施和商业

设施纳入到移动支付的场景构

建体系中。 阿里巴巴、腾讯、苹果

等盯住的，不是用户口袋里的现

金转化为无线支付，而是在每一

次的交易指向中，可以更加清晰

勾勒需求变化，最终形成用户画

像， 为产业上游的柔性化生产，

下游的定制服务和产品输出奠

定基础。

据《新京报》

网联出世：

谁家欢乐谁家愁

移动支付下半场

重心不仅在支付

“央行把支付宝们收编

了。 ” 日前，央行发文要求，各非

银行支付机构的网络支付业务

必须由此前的直连模式转移至

“网联” 平台处理。 央行此举，

诞生于日益火热的 “无现金社

会” 概念下： 从苹果入局支付

宝、微信价格补贴战，到部分商

家拒收现金，只接纳移动支付方

式……无现金社会被舆论解读

为消费发展的大势所趋。 那么，

央行此刻推出网联平台意味着

什么？ 支付平台格局将有何变

化？ 移动支付之下，拒收现金当

真合理吗？

经济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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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联时代”正式开启

核心提示

据《广州日报》消息 近日，易果生鲜

再获 3亿美元融资、 盒马鲜生全国首家支

付宝会员生鲜实体店引发围观潮。 加上此

前腾讯投资每日优鲜， 京东投资天天果园

和社区生鲜超市“钱大妈” ，百度投资了我

买网，生鲜电商行业进入巨头角逐阶段。

生鲜是电商中门槛最高、 要求最高的

品类，但同时，生鲜也是复购率最高、市场

想象空间最大的品类。 随着阿里巴巴、腾

讯、京东等巨头入局生鲜电商，我国生鲜电

商市场形成了两超多强的格局。 两超是指

阿里与京东两巨头， 多强则是代表了像中

粮我买网、本来生活、爱鲜蜂、每日优鲜等

平台。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 生鲜电商行业目前已经

进入最危险的洗牌淘汰阶段， 大量的资本

玩家会陷入瓶颈，经历去年的一轮洗牌后，

活下来的企业有可能迎来生鲜电商的爆发

式增长。

生鲜电商可能迎来

爆发式增长

“第三方支付时代”结束

苹果、微信和支付宝的

“补贴三国杀”

监管加强,将大大提高交易安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