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聚焦
2022年9月1日 星期四 策划：韩启 责编：郝一萍 美编：王宇

上线“秒没”
年轻人成“抢券”主力

“抢到了！没想象中那么难。”8
月 20日晚上 8点，小飞在大众点评
App上抢到了一张“满200元减40元”
的餐饮消费券和一张“满200元减40
元”的旅游消费券。“用消费券后，价
格很合适，我想去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看看。”小飞说。
小飞所抢的消费券来自“品质生

活节”。该活动自8月20日启动持续
至9月底。在本次活动期间，天津市
将陆续发放1.5亿元政府消费券，银
联、京东、美团、大众点评等平台也将
投入配套资源。消费券共分为汽车、
家电、百货零售和餐饮文娱等类型。
其中，汽车类消费券共安排资金6000
万元；家电类消费券共安排资金4000
万元；百货零售类消费券共安排资金
3000万元；餐饮文旅类消费券共安排
资金2000万元。
京东平台发放百货零售和家电

消费券，用户可在京东App内购买指
定百货零售类实物商品、指定自营家
电类实物。美团、大众点评平台发放
餐饮文旅类消费券，对餐饮、酒店、景
区给予满减补贴。
“消费券获取的‘入口’很多。下

载银联‘云闪付’，或在京东、美团、大
众点评App都可以找到专属活动页
面。消费券的使用场景很多。我晚
上8点抢到券后，就给万象城打了电
话，对方在电话里给我一个一个念可
以使用消费券的饭店名称。”小飞说
这不是他第一次抢消费券了。之前
天津各区发的消费券，小飞也是按时
“秒杀”。小飞告诉记者，南开区在6
月份发消费券时，他抢到了一张“满
1000元减300元”的。转天，他就给
妈妈用消费券买了一套化妆品。

优惠叠加
多个场景迎客流高峰

“现在这套商品有什么活动吗？”
8月29日，在仁恒伊势丹的YSL化妆
品专柜，一位年轻女孩指着一套彩妆
问销售人员。“现在消费券和店内优
惠可以累加使用。比如这套1200多
元的彩妆，参加完商场‘满600元减
100元’的活动后，再用一张‘满1000
元减300元’的优惠券，相当于打了
6.7折。”销售员耐心地解释着。
据该销售员介绍，自从有了消费

券，他们的客流和营业额有了很大的
增长。之前每周五上午11点抢券，
YSL化妆品专柜的销售员们自此陆
续接待使用消费券的顾客了。记者

注意到，仁恒伊势丹在显眼的位置摆
上了关于“消费券活动”的展板。上
面除了罗列了众多参加活动的店面，
还注明了一些优惠叠加信息。
不只是仁恒伊势丹，不少商场、门

店都有优惠叠加的活动，顾客可以享
受商品“折上折”。在苏宁易购海光寺
店的二楼，“击破低价、三重补贴”字样
的横幅挂在西门子、惠而浦、万家乐等
品牌店的门口，非常醒目。不少顾客
进店咨询相关的优惠活动。“几乎一半
的商品都能享受到工厂5%至8%的让
利，再加上政府的消费券和银行的补
贴活动，这三个优惠叠加起来能省不
少钱。”苏宁海光寺店长蔡鹏给记者举
例称，比如一款5000元左右的老板牌
抽油烟机，这些优惠叠加后，到手价可
能只需要4000元左右。

持续发力
消费券刺激效果立竿见影

当前国内疫情反复，消费市场普
遍承压。今年以来，天津统筹疫情防
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其中，促消费成
为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
一。记者从天津市商务局了解到，截
至目前，天津今年以来已累计发放
1.5亿元消费券，拉动消费30亿元，撬
动比达1:20。

本次“品质生活节”消费券的刺
激效果同样立竿见影。美团方面对
记者表示，天津消费券发放首日，大
部分市民选择了餐饮消费，同时也有
一些用户选择了文旅类消费券。有
游客在发券72秒后，下单了天津文化
中心海底世界的 3张门票，折前价
209.7元，在消费券的抵扣下，用户实
际支付了169.7元。
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在国内多地

反复出现。尽管面临不小的防控压力，
但天津依然成功组织了不少重量级论
坛和活动。仅就今年8月来看，就包括
天津工业博览会、2022年中国网络文
明大会、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而
消费券活动同样惠及了外地来津的参
会（赛）人士。尤其是“品质生活节”还
为外地旅客发放了住宿消费券。
据美团方面介绍，8月20日晚，住

宿消费券在上线8分钟后被抢光；发券
90秒后，首单用户诞生，该用户在某经
济型连锁酒店连订了多晚，享受了“满
300元减60元”的最大满减额度。
消费券是促消费的有效方式。天

津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消费券
发放活动不仅掀起了海河国际消费季
的高潮，助力加快培育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建设，而且聚焦高品质生活，真正
让老百姓得实惠，进一步提振了消费
者信心，激发了市场消费潜力。

空港沃尔沃4S店

月销量增超20%

约85%的订单使用了消费券

今年以来，天津多个区相继发放了
汽车消费券。
走进空港沃尔沃4S店内，记者发

现这里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驻足在展
车周围观看、体验，也有购车者和销售
人员正在商谈购车事宜。在财务室里，
赵师傅正在办理交费手续，他对记者表

示，他之前一直在各处看车，看见这里
有消费券活动，就立刻过来下单了。
该店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像赵

师傅这样的购车者不在少数。在上一
波消费券活动开展的一个月内，该店售
车近70辆，环比增长超20%。其中，约
85%的订单均使用了消费券。“上半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们的销售进度
较慢，结合全年的销售任务来看，缺口
较大。消费券发放后，销量增长不少。
下半年的销售进度预计会有一个比较
明显的提升。如此一来，我们就有希望
达成全年的销售目标了。”该负责人说。
西青区在今年上半年曾投入1000

万元开展2022年第一期汽车促进消费
活动。西青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对记
者表示，在消费券发放的一个半月间，
该区共销售汽车5790辆，拉动汽车销
售总额9.83亿元。活动效果符合预期，
消费者反映良好、企业销售大幅回暖、
市场信心加速提振。

“90后”果果是一名资深网购爱好者。自从得知“云闪付”平台上
可以领取消费券后，她就凭借10多年网购经历练就的手速频频抢券。
在7月15日至8月19日期间发放的6波消费券中，她共抢到了12张，平
均每次都能抢到2张，涉及的银行包括中信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
银行、渤海银行、天津滨海农村银行等。每购入一张消费券需支付0.1
元，若过期未使用，这0.1元会原路退回到用户银行卡中。
据果果介绍，她会在每周五定一个上午10点58分的闹钟，以准备

11点整准时抢券。在这2分钟内，她要打开“云闪付”领券页面放在后
台，同时用浏览器搜索北京时间。等到10点59分50秒左右，她会迅速
切换回“云闪付”页面，点进目标银行中她所需要的那个面值的页面提
交订单，付款后即为抢券成功。
“因为抢券的人数比较多，点进银行页面后通常会卡几分钟。这个

时候千万不要退出去，耐心等待页面跳转。因为和你同时抢券的人很
多，比的就是耐心，你一旦退出，再点进去消费券可能就已经售罄了。”
果果表示，“云闪付”上的消费券会分为政府消费券专区和银行消费券
专区。其中，在银行消费券专区里，同一用户每个银行、每个面值的消
费券都只能领取一次，因此每次抢券前要考虑好自己有哪个银行的卡、
哪张券不能抢等问题。
除此之外，由于消费券有使用期限，所以用户抢券时还要考虑到核

销的问题。“如果在一波活动中抢的券过多容易造成浪费，所以千万不
要盲目多抢。”目前，果果已经将手里的消费券都核销了，有的用于购买
衣服和鞋，有的用于餐饮，还有的用于充值。“家里小朋友常去的一些儿
童乐园正好也是消费券的核销商户。我就趁着有消费券给几个儿童乐
园的账户里续了费，可以留着慢慢用。”果果对记者说。

张师傅是一位苏宁易购的家电配送人员。每天早上7点，他从空
港物流基地出发，驱车30多公里来到华苑附近，开始进行配送。他会
根据前一天消费者预约的时间和送货地点来安排路线。如果工作完成
得早，也许下午3点多就可以收车；若晚的话，就会持续到5点多。
收车并不代表一天工作的结束。因为到了晚上6点，张师傅还要

将第二天需要配送的全部家电整整齐齐地码在货车里。如果空间安排
合理，13立方米的车厢里最多可以装下35件左右的家电。其中，大部
分的家电都是空调、冰箱。
每年的6月至9月是空调、冰箱的销售旺季。在此期间，他配送的

货物中，空调占比为40%至50%，冰箱则占到20%至30%。此外，当前还
是装修旺季，购买整套家电的消费者也不在少数。
自第二届海河国际消费季启动以来，天津推出了各类消费券，家电

成为人们集中购买的主要品类之一。张师傅告诉记者，以往他的车上
每天会装上约30件家电，这也是当天所要配送的全部货物。但自6月
中旬天津陆续发放各类消费券后，家电销量大幅增加，他每天需要配送
的货物增加到了35件左右。
原本张师傅负责配送的范围包括华苑和水上公园周边，而在家电

销量增加后，他负责的范围反而小了一圈。“因为区域里的订单密度大
了。”天津苏宁易购物流公司总经理李晓飞对记者进一步解释称，为了
提升配送效率，公司会将各行政区域人为地分为几个小板块，由不同的
配送人员负责。但自天津发放消费券后，各板块的订单都有所增加。
而货车的空间和承载量是有限的，车厢无法容纳过多的货物。所以每
位配送人员负责的板块需要相应地缩减，各板块重新划分后，再加派人
手。“比如对于武清区，我们以往可能会派出4或5辆车去送货，近期订
单增多后，我们已经派出了7辆车。”他说。
“原本我们的配送人员大概有120人。自天津发放消费券后，我们

将配送人员增加到了150人，增幅约25%。”据李晓飞介绍，除了人员增
加之外，库存方面也需加大备货。“我们会根据上一周期的销售端数据
来预测下一周期的销量，从而进行补货。通常我们都是按照4倍的周
销去做备货。不过最近考虑到正值装修旺季叠加消费券的发力，我们
已经提前准备了近8倍的库存。”他对记者说。

为促进消费，今年全国各地相继发放消费券，涵盖文旅、家电、建
材、体育、零售、餐饮、住宿、家居、汽车等多个领域。
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陆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从今年4月开始，中央连续发布了多项关于促消费的政策。在这个
背景之下，北京、天津、深圳、成都等多地发放了不同类型的消费券，而
发放模式多采用政府直接发放、“政府+平台”发放、“政府+平台+商家”
发放这三种形式。
据他介绍，消费券的主要使用人群是较年轻、更习惯网购的消费

者。但是，也有一部分使用者是此前尚未养成网购习惯，且黏性较低的
用户。如果针对这一群体定向精准发放消费券，就可以带动消费，改善
整体消费倾向，拉动消费规模增长。
“消费券发放之后，在短期内对消费的拉动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尤其是像家电、数码这些品类，其带动效果会更加突出。因为它的客单
价比较高，消费者可能会觉得在这个时候用消费券去购买是比较划算
的。”陆飞向记者举例称，“比如，我关注一款手机很久了，这时如果有消
费券活动的话，就会促使我做出购买的决定。”
此外，消费券对品牌的拉动效果也较为突出，甚至还能作用于其整

个产业链中。“消费券不仅是一种短期促进消费的手段，从远期来看，也
可能会产生乘数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陆飞进一
步解释称，“在经济学理论中，我们用消费券撬动市场消费需求，消费者
支出的这笔资金可以流动到生产端，生产端拿着这笔资金可以去开发
新产品，那么就能够进一步促进产业和消费的升级。”

本版撰文/摄影 本报记者 郝一萍 宁广靖

亿元级消费券流向调查

惠民“红包”
撬动津城大市场

8月 20日晚8点多，记者在万象
城看到排队等位的人仍然不少。一
家饭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8点过
后，就有顾客来店询问能否用刚抢
到的消费券消费。“拿消费券过来询
问的年轻人居多，有的人就在店门
口抢的券，抢到就直接过来询问是
不是可以用券消费。”该饭店工作人
员说。
“我还没吃晚饭。”王阿姨手里拿

着谭鸭血、鱼酷和韩罗苑三家店的排
号条告诉记者：“我们下午一直在万
象城逛，快8点的时候，女儿就摆弄手
机开始抢券。她刚抢了一张‘满200
元减40元’的餐饮消费券，我们一会
看看吃饭能不能把它用了。”
当天晚上9点多，位于奥城的日

料餐厅渔田日料负责人小沈告诉记
者，店内所有套餐均可使用消费券，
刚刚就有一桌顾客使用了当晚领的
消费券结账。“他们点了店内的双人
套餐，原价389元，团购价为149元。
那桌顾客用了一张‘满100元减20元’
的消费券，到手价只需129元，相当于
打了3.3折。”小沈对这次消费券活动
连连拍手称赞。“活动不仅不收我们
任何费用，还能为店里引流、带动销
量。我们这些商家都特别兴奋。”
为进一步释放市场潜能，激活夜

经济，在天津市商务局指导下，美团
自8月25日起针对天津市民发放外卖
消费券，发放时间持续至9月30日，金
额达到5000万元。

记者在苏宁易购海光寺店看到，不
少顾客向销售员询问消费券的使用事
宜。一位顾客告诉记者，新房装修需要
购置家电，正好可以把手里的消费券用
了。据了解，现在是装修旺季，顾客以
25岁至45岁的人群居多。人们对家电
的需求比较旺盛。西门子洗碗机、老板
抽油烟机、海信电视、美的空调都是热
销商品。
8月 20日发放消费券，次日即迎

来一波家电选购高峰。8月 21日，也
就是在“品质生活节”启动后的第一个
活动日里，天津苏宁易购所有门店共
接待消费者约6.2万人，单日销售金额
近3050万元，其中消费券订单数占比
近40%。
“每天有数百位消费者到店咨询选

购，客流与往日相比增长65%以上，其
中消费券等带来的客流占比超70%。”
苏宁相关负责人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显
示，8月21日至8月28日间，天津苏宁
易购门店累计销售5350万元，其中消费
券订单数占比29%。
“我们今年参加了几次消费券的活

动，从客流到销售额都得到了很大的提
升。”苏宁海光寺店长蔡鹏说，以7月份
“云闪付”的消费券活动为例，该活动时
间为7月15日至9月30日，抢券时间是
每周五上午11点。从周五下午开始，客
流就有明显的增长。客流量跟没有消
费券刺激的周五下午比，相差约30%。
“抢券后的三天内转化率最高，核销笔
数占整个核算笔数的近50%。消费券
对整月销售额的拉动量在5%至10%。”
蔡鹏说。
据天津苏宁易购家电公司总经理

葛超介绍，在消费券的刺激下，他们客

单价由原来的3000元左右提升到3500
元左右。同时，随着销量的增加，他们
的库存也会有相应的调整。“一般情况
下，我们会按照4倍的周销去备货。比
如一周销售额在1000万元，那就要备出
4000万元的货。但如果赶上单品旺季
和秋季家装预热期，我们的备货量可能
会调整至周销的6至8倍。”葛超说。
据他介绍，今年第二届海河国际消

费季活动中，天津苏宁易购准备了超千
万专项补贴资金，用于家电下乡及以旧
换新补贴，预计拉动天津市零售市场家
电消费1.16亿元。6月 14日至8月 28
日，市政府联合苏宁易购发放消费券
2.6 万张，领券转化率 35%，拉动销售
4500万元左右。

记者在仁恒伊势丹看到不少顾
客在选购化妆品。YSL化妆品专柜
销售员告诉记者，自从发了消费券之
后，店里顾客明显多了。目前该店的
客单价千元以上的居多，彩妆、护肤、
香水是热销品类。“满1000元减300
元”的消费券用得最多。
在仁恒伊势丹，化妆品销量对消

费券的反应最为“敏感”。从仁恒伊
势丹所有消费券的核销额来看，多数
都在化妆品品类。仁恒伊势丹化妆
品部负责人焦雅丹介绍：“消费券发
放后，几乎每个收银台都是排队的状
态。客流整体上有约20%的提升。”
为此，商场参与消费券活动的品牌也
不断增加。

据了解，就仁恒伊势丹化妆品专
柜而言，兰蔻、阿玛尼等都是热销品
牌，客单价平均在2000元左右。因
此，“满1000元减300元”的消费券用
得最多。“这波儿消费券使化妆品的
销售额有了较大程度提升。我们为
保证产品供应，各品牌都加大了库
存。”焦雅丹说。

餐饮 家电

汽车
化妆品

万象城、奥城

发放25秒后就有人下单订餐

优惠叠加 389元套餐到手129元

天津苏宁易购

单日接待约6.2万人

日销售额近3050万元

仁恒伊势丹

客流增2成

客单价在2000元左右

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

天津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将促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增

长的重要抓手，加快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在促

消费的众多举措中，发放消费券有助于激发经济活力且

极具杠杆效应。眼下，最新一轮消费券发放工作已经启

动，并将持续至9月底。本轮消费券发放仅仅十多天，就

已在全市掀起一波消费热潮——

抢券人

拼手速 有人抢券10余张

仓储物流

家电配送人员增25%库存增近1倍

专家观点

激活消费需求 促进产业升级

现场直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