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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抢滩“小龙虾经济”
新闻分析
INWENFENXI

“没有什么是一顿小龙虾解决不
了的。”每年 4 月底、5 月初“龙虾季”
到来，小龙虾大量上市，这一“夜宵界
的网红”引发市场关注 记者发现，最
近电商巨头、生鲜电商平台、社交电
商平台也“盯”上了小龙虾这片千亿
元规模的大市场。其推出的线上下
单、24 小时内送达的即食方式，让消
费者充满期待。

电商平台
纷纷布局小龙虾市场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小龙虾市场
规模已超过千亿。在线上，小龙虾销
售额每年保持 30%至 40%的增长率。
在小龙虾庞大的市场增长前景下，生
鲜电商平台已提前布局。苏宁、天猫、
京东等巨头也围绕着小龙虾线上销
售做相应布局。
近日，苏宁易购在小龙虾发布会
上称，为了让消费者买到最新鲜的小
龙虾，苏宁的荆州“拼基地”将专为用
户提供优质小龙虾，凭借分布于全国
各地的总面积达 20 万平方米的 46
个冷链仓和航空运输，可实现线上下
单最快半天到达，线下下单最快半小
时到达，并且死虾包赔、重量包赔、坏

虾包赔。其宣称，价格也比市面上普
遍低 25%—40%。线上正宗的洪湖小
龙虾预售只需 19.8 元 / 斤。
记者在淘宝、苏宁易购和京东商
城搜索“小龙虾”
，发现大大小小的品
牌有 200 多个，产品价格多集中在百
元左右，相比去餐厅也不逊色，甚至
还实惠。
除了电商巨头，垂直生鲜电商平

台、社交电商平台以及网易严选、周
黑鸭等也发力贩卖小龙虾，每日优鲜
与贝贝网旗下社交电商贝店也对小
龙虾进行了原产地溯源，在湖北洪湖
设立直采基地。

拼货源，也要比拼物流速度。目前，京
东、天猫声称北上广等 11 个城市的
小龙虾订单可当日达，每日优鲜可实
现订单 1 小时内送达，而苏宁实现线
上下单半日达，线下下单最快半小时
送达。
“小龙虾在家做麻烦，再说也不
会做。”
有消费者表示，目前小龙虾已
变身休闲食品，电商售卖小龙虾迎合
了时下盛行的
“懒人经济”。
“小龙虾净利润高达 40%左右。”
一名餐饮业内人士指出，电商外卖小
龙虾的利润则更高——
—不需要门店
租金成本，可以大大降低成本。艾媒
咨询 CEO 张毅表示，对于当下的资
本而言，小龙虾是一个稳妥的市场。
“ 小龙 虾 产 业的 高 利润 和 稳 定的 供
需，更容易获得资本青睐。而随着电
商巨头的入局，小龙虾产业链将得到
进一步完善和升级，其食用安全和生

电商卖小龙虾
迎合
“懒人经济”
据悉，电商售卖小龙虾，除了比

产周期将更有保障，预计小龙虾产业
会得到持续稳定发展。”
还有业内人士分析，极速蹿红的
小龙虾，至今仍难摆脱有品类无品牌
的尴尬，电商巨头的入局，或推动小
龙虾产业链进一步完善和升级。
据新华网

国资投资运营试点酝酿扩围升级
从管资产向管资本，国资授权经营
体制改革正在持续深化。 记者了解到，
国资投资运营试点分两路推进，未来将
有新的生力军加入。在数量增加的同时，
授权放权的力度也在加大，即将出台的
2019 年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将包括 30
多项措施。此外，今年还要通过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公司这个资本运作的平台，进
一步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推进多个行业
的专业化整合。

“两类公司”改革试点酝酿扩
围
作为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
权经营体制的重要举措，2014 年以来，
先后有国资委授权的 21 家中央企业和
122 家地方的企业改组组建为国有资本
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记者了解到，去年年底最新一批 11
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方案着力打造
改革“升级版”，重点在调整管控模式、优
化产业布局、推动机制转换等方面加大
工作力度，目前方案已陆续获批，改革进
入落地实施阶段。
4 月 28 日，国务院正式下发通知并
印发《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方案》
（下称《方案》），提出将更多具备条件的
中央企业纳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试点范围，赋予企业更多经营自主权。
“总体来讲，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应该
在某些重要领域有比较强的投资能力、
资本运营和回报能力。它要具有比较科
学的资本布局，也要具备战略管控、财务
管控的行权能力。”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翁杰明在近日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透露，目前，财政部、国资委正在对相
应的工作进行具体研究。按照“成熟一
家、推出一家”的原则，未来在国有资本
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队伍当
中，肯定会有新的生力军。
根据《关于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公司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国资授权机
制分为两种，一是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授
权模式，二是政府直接授权模式。据记者
了解，除了国资委授权的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试点，国务院直接授权的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改革试点工作也在
推进，去年以来财政部就在研究起草直
接授权公司的改革方案等。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
丽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公司试点还会增加，预计大多
还是集中在竞争类行业。

超 30 项授权放权措施将出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数量
在增加的同时，授权和放权的力度也在
加大。
《方案》明确，在分类开展授权放权
的原则下，国资授权放权实行清单管理，
将制定出台出资人代表机构监管权力责
任清单，清单以外事项由企业依法自主
决策，清单以内事项要大幅减少审批或
事前备案。
翁杰明表示，国资委目前已经草拟
了《国资委的授权放权清单（2019 版）》，
包括不下 30 项的措施。有的是对中央企
业普惠的，有的是对重点改革企业比如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等，也有的是对
一些特殊企业授权的。
根据《方案》的规定，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授权放权内容主要包括战略规
划和主业管理、选人用人和股权激励、工
资总额和重大财务事项管理等，亦可根
据企业实际情况增加其他方面授权放权
内容。
具体而言，在强化出资人战略引领
的前提下，这两类公司可自主决定发展
规划和年度投资计划。国有资本投资公
司围绕主业开展的商业模式创新业务可
视同主业投资。支持国有创业投资企业、
创业投资管理企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新
商 业模式类 企业的 核心团队 持股和 跟
投。
翁杰明说，这将更大限度调动经营
团队与科技团队的积极性。
“相信国有企
业能够不断提升竞争力，在战略性新兴
产业布局和探索新经营模式方面，也将
会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推动国有企业
高质量发展。”他说。
《方案》提出，到 2022 年，基本建成
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相适应的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对此，翁杰明强
调，
“具体的授权工作还是秉承严谨务实
的原则，也就是不‘一刀切’
，不简单地设
时间表。成熟一家，授权一家。如果行使
得好，根据实际情况加大授权，如果履行
得不好，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把它收回来。
总的来讲，一切服从于工作效果。”

加码力推专业化整合
除了 授 权 放权 方 面 进一 步 加 大 力
度，
“今年还要通过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
司这个资本运作的平台，进一步加大结
构调整力度。”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彭华
岗表示，此前已有实践，例如，过去国新
成立的煤炭平台，推动国投把航运、煤炭

板块剥离，通过保利集团重组航空工业
的房地产业务等，用这个平台来调整国
有经济的布局结构。
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国资委主任
肖亚庆表示，从中央企业现状来看，在主
业方面总体上进展很大、进步很大，但仍
存在资源分散、主业不突出的现象，也存
在某个专业上同质化竞争、无序竞争的
问题。今年将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积极稳
妥推进装备制造、船舶、化工等领域战略
重组，持续推动电力、有色、钢铁、海工装
备、环保等领域的专业化整合，扎实推进
区域资源的整合。
据记者了解，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的
安排，2019 年将继续推进中央企业煤炭
资源整合，力争再完成 2000 万吨产能整
合任务。中国诚通、中国国新两家资本运
营公司还筹备设立海工资产整合平台，
以解决多个央企海工装备产业面临的经
营难题。
作为去年底新加入的国有资本投资
公司试点企业，2018 年，中国铝业集团
有限公司重组整合云冶集团，是迄今为
止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发展史上最大的战
略性重组。2019 年该公司表示将加快重
组后的管理整合，加快集团内外稀有金
属的整合，并且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
公司的平台优势，加快推动行业重组整
合，
向“大有色”迈出更大的步伐。
98%的业务都是处于竞争领域的保
利集团，认为国有资本投资试点公司的
根本性任务是怎么实现高质量的生存与
发展，要做好战略布局，包括突出主业优
势，预测未来市场需求，然后进行产业转
型和调整。
据《经济参考报》

2025 年 5G 自动驾驶车有望量产
近日，在工信部支持下举办的龙湾
时，在商场入口即可下车，车辆将自动在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
停车场中寻找位置停放。走出商场准备
计算机学院院长李德毅透露，2025 年， 离开时，爱车则已在出口等待……这幅
5G 自动驾驶汽车有望实现量产，之后每 “科幻”场景在不久的将来会实现。李德
两年增长量将可翻一番。中国电信则与
毅表示，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总体上已
吉利公司签订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将
经进入世界第一方阵，自动驾驶汽车量
打造面向 5G 自动驾驶的整体示范应用。
产最重要的问题是降低成本，未来 5G 自
当您 坐 着自 动 驾 驶汽 车 前 往 商 场
动驾驶汽车最重要的就是把价格尽快降

下来，
与现行普通车辆价位逐渐接近。
他预计，2025 年开始，自动驾驶车
有望实现量产，之后每两年增长量将翻
一番，到 2033 年中国汽车保有量当中的
70%将均为 5G 自动驾驶汽车。
中国电信集团研究院 5G 技术总工
程师朱雪田则披露，5G 所能提供的 10G
至 20G 带宽的应用，将重点服务于物联

网，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能为自动驾驶
提供低时延、高可靠的保障。5G 自动驾
驶在地方的落地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5
月 10 日，中国移动北京公司与朝阳区政
府签署 5G+ 战略协议，今后双方将在朝
阳区先行先试自动驾驶等 5G 应用重点
场景，并在 5G 全景视频监控、智慧停车
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
据新华网

约半数密码开启和半数指纹识别存风险
近日，中消协发布的一项智能门锁
比较试验显示，在测试的 29 款样品中，
48.3%的样品密 码开启 安全存在 风险，
50%的 样 品指 纹 识 别开 启 安 全 存 在 风
险，85.7%的样品信息识别卡开启安全存
在风险。此次评测的智能门锁样品来自
主流网络平台和线下实体店。
近年来，智能门锁逐渐进入越来越
多的家庭，也吸引了企业跨界进入智能
门锁行业。截至 2017 年，国内智能门锁
的生产企业超过 2000 家，市场规模达到

100 亿元。
据介绍，此次评测的 29 款智能门锁
样品均为消费者关注度和品牌知名度较
高、网络平台销量位 于 前 列 的 产 品 ，部
分 地 区 消 协（消 委 会）的 工 作 人 员 模
拟 普 通 消 费 者 购 买 。 其 中 ，从 网 络 平
台 购 买 22 款 ，从 实 体 店 购 买 7 款 ，样
品锁的价格相差较大，从每套 1099 元到
5899 元不等。
根据本次的比较试验结果，中消协
向消费者提出以下七点消费提示：一是

购买渠道选择。尽量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正规品牌智能门锁，在电商平台购买时，
官方旗舰店更值得信赖。二是智能门锁
产品选择。尽量选择品牌智能门锁。三是
开锁方式选择。挑选智能门锁时选择适
合自己的产品，不要刻意追求更多的开
锁方式。一般来说开锁方式越多，潜在风
险越大。四是应急开锁。建议消费者选用
具备应急开锁功能的智能门锁，至少将
一把应急开锁钥匙保留在除家以外的安
全地点。五是选购注意事项。选购时尽可

能向销售方核实产品面板主材类型，同
时结 合个人经 验或一 些技巧对 产品 用
料、做工等进行简单的判断。六是指纹识
别模块选择。目前市面上指纹识别模块
主要有光学指纹模块和电容指纹识别模
块（半导体指纹识别模块），两者各有优
劣势，消费者应考虑自己使用的实际情
况和需求进行选择。七是购买渠道选择。
建议消费者从正规渠道购买智能门锁并
索要发票，方便日后维权。
据新华网

多品牌角逐咖啡市场
“冷喝”成为争夺点
最近一个月，关于咖啡的消息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上。
先是喜茶、奈雪的茶推出咖啡产品，后来两大咖啡市场的领
头企业——
—星巴克、雀巢相继推出新系列产品，在咖啡领域
资本玩得最好的瑞幸咖啡终于赴美 IPO，而最新的消息是继
可口可乐、维他奶宣布推出咖啡饮品后，农夫山泉也加入了
这一咖啡市场的混战。在相对平稳发展了多年后，2019 年似
乎已经成为国内咖啡江湖风云再起的新元年。

竞争：
多品牌落子咖啡市场老江湖加速出新
国内的咖啡市场似乎伴随着这个超长的春天迎来了新的
契机。除了原有的竞争者外，此前多个不属于咖啡这个饮品领
域的品牌也高调宣布进军咖啡市场。
3 月 22 日，喜茶宣布全新上线咖啡饮品,在北上广深的
四家门店一起推出。由于此前刚刚推出了软欧包以及酒馆等
产品，这次推新也只在粉丝层面引发了关注。事实上，与喜茶
同列新茶饮领军品牌的奈雪的茶也在约一个月前推出了咖啡
产品，同样没有引发大举关注。而此时市场并不知道，这只是
咖啡江湖风云再起的序幕。
进入 4 月，多个品牌宣布进军即饮咖啡市场。其中包括
国际饮料巨头可口可乐、香港家喻户晓的饮料品牌维他奶。而
5 月 9 日的最新消息是，国内饮料品牌农夫山泉也宣布将推
出 4 款结合了咖啡成分的碳酸饮料新品。
除了这些“外来者”，已经身处咖啡江湖多年的星巴克和
雀巢近期也是动作频频。
在周边产品火过了咖啡后，星巴克再度回到了产品研发
的路上。今年 4 月一口气推出 8 款“玩味冰调”
系列新品。外
界虽认为这是针对国内新茶饮市场的跨界产品，但里面仍旧
有 3 款以咖啡为基底的饮品。而其冷萃系列随后再次出现在
了餐牌上。
雀巢自去年 8 月与星巴克正式联手并建立全球咖啡联
盟后，今年 2 月一股脑推出包括咖啡豆、研磨咖啡以及胶囊
咖啡在内的 24 款星巴克咖啡新品。4 月，雀巢再度推出 3 款
果味冷萃系列咖啡新品，还在北京开出京味咖啡快闪店。
而一直以来作为“挑战者”身份的瑞幸咖啡，也将在美上
市。
这家咖啡圈里资本玩得最好的企业，将有更多的资金来助
其发展，而其也没忘了推出包括咖啡在内的新品。
而在线上，还有更多的国产或进口咖啡品牌在争夺这一
部分市场。

前景：
90 后 95 后是消费主力军 下午茶或可
撑起更大市场
多个品牌进入咖啡江湖，老品牌忙于巩固江山，这势必将
掀起新一轮的竞争。从雀巢咖啡进入中国算起，国内咖啡市场
已经发展了 30 余年。但来自机构的调查显示，对于咖啡来
说，
中国的市场还远远没有饱和。
据瑞幸咖啡招股书显示，2018 年中国人均咖啡消费量
6.2 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咖啡消费量仅为美国的
1.6%。2018 年中国咖啡市场规模为 569 亿元。随着我国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咖啡文化认知程度的增长，加之巨大的
人口红利，都可能刺激国内咖啡消费。预计 2023 年中国人均
咖啡消费量为 10.8 杯，咖啡市场规模为 1806 亿元。
记者了解到，除了还与欧美有差距的人均咖啡消费量以
外，
咖啡江湖在中国市场上的边界还在不断扩大。
CBNData 报告显示，90 后、95 后为线上咖啡消费主力
军，女性占比超六成；二线城市咖啡消费需求旺盛，人数占比
近半，低线级城市消费人数增速突出。
除了新的消费者以及消费习惯的转变外，还有一个新兴
市场为咖啡整体盘子的做大提供了支撑。这就是国内下午茶
消费的兴起。根据某机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餐饮企业的分时
段客流占比中，下午茶已经达到了 12%，明显瓜分了晚餐的
份额。部分消费者的午餐是
“刚需”，下午茶是
“续命”。

热点：即饮型咖啡是新宠 咖啡“冷喝”成今年
流行趋势
事实上，如果翻回头去看看今年各大品牌推出的咖啡新
“冷饮”
成了它们
品，
不难发现不论是现制产品还是包装产品，
的共同点。就连速溶类的新品，都强调了“冷萃”并表示可以用
凉水冲调。
根据 CBNData《报告》显示，线上“冷喝”咖啡在近两年来
呈爆发式增长，尤其受到 95 后、90 后年轻人的喜爱，他们以
高于其他代际的消费增速，
成为“冷喝”咖啡主力消费人群。即
使是在冬天都不放过
“冷饮”的年轻人，待到春夏温热季节，更
要放肆
“无冰不欢”，
在喝咖啡这件事儿上同样如此。
此外，除了冷水泡咖啡，
“奶萃”咖啡和
“果萃”咖啡也成为
趋势，线上“奶萃”咖啡年增长 89%，增幅显著。事实上，温度
只是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之一。根据市场调研机构英敏特的报
告，2017 年全球 19%的咖啡新品都是即饮型的冰咖啡。市场
调研机构 Mordor 数据显示，过去两年即饮咖啡规模增长了
31%，到 2023 年规模将高达 26.43 亿美元。英敏特预测中国
市场上未来五年即饮型咖啡的年均增速将会保持在 20%，挤
占更多现磨咖啡市场。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