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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客户涌进来，老客户频下
单，生鲜到家需求激增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南京姑娘
小韦就再没去过实体商超，生活所需都改
线上采买了。当然，买得最多最勤的是蔬
菜、水果、肉类，一日三餐也改由自己动
手下厨。从京东到家到苏宁小店，不少平
台她都试过，最后长期锁定一家。小韦记
得，刚过春节那几天，是最抢手的时候，
下手晚了许多生鲜都售罄，但很快供给充
裕起来。“现在两三天买一次，小区门口就
能取，很方便。”

大量新客户涌进来，许多老客户购买更
频繁。对此，许多生鲜电商的一线人员都有
体会。

崔雷艳是苏宁小店北京体育馆路店店
长，去年 11 月，她的小店才正式上线“苏
宁菜场”——一种消费者在线下单、次日
到门店自取的服务模式，主营生鲜产品。
上线不久，前期客户积累不多，但这个春
节，她眼见着需求飙升。“销量很好，几乎
所有品类都翻了番。我们做过一些爆品促
销，比如阿根廷的红虾、甜王西瓜，很多
消费者也会顺带着买些水果蔬菜，订单快
速涨起来。”她说。

这家门店辐射周边四五个居民小区，从
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20点，顾客陆续前来取
货，总有不少新面孔。为了满足防疫期间顾
客的需要，崔雷艳还和同事提供额外服务
——为周边实在不方便外出的顾客送货上
门，“多的时候，一天送五六十单，一整个上
午都不闲着。”这些天，她已经陆续拉满了两
三个顾客微信群，每天忙着发布商品信息、
处理顾客需求。

苏宁小店负责人告诉记者，2 月份，苏
宁菜场整体销量上涨 7 倍，3 月以来仍然保
持较快增势。这段时间，商品种类几乎每天
都在扩充，已经由最初的 200 多种增加到近
千种。

放眼望去，生鲜电商领域基本呈现同样
的涨势。

京东到家数据显示，春节防疫期间，全
平台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0%，米面粮
油、肉禽蛋奶、蔬菜水果和水饺馄饨等方便
速冻食品均十分畅销；“美团买菜”在北京、
上海、深圳、武汉四地销售量均有明显上
涨，北京地区日销售量最高为节前的 2-3
倍；每日优鲜数据显示，疫情暴发后一个月
内累计售出 2 亿件商品，更值得注意的是，
40岁以上用户增加了237%，其中九成用户在
儿女的帮助下学会了手机买菜。

一些实体商超的到家服务也迎来激增。
家乐福数据显示，2月14日-3月14日，到家
服务同比增长 398%，服务人群达 1853万人；
物美多点则披露，春节期间成交额同比增长
232.2%，新增注册用户同比猛增236.3%。

完善供应链，补充人手，平
台面临多重考验

激增的需求无疑是机会，但对各大生鲜
电商平台而言，如何能快速响应并接得住这
些订单，也面临不少考验。

首先是供应链。
苏宁易购副总裁顾伟告诉记者，苏宁易购

的传统是春节不打烊，供应链、物流配送都是

按照春节期间保持营业做准备。针对蔬果肉蛋
等生鲜品类，已提前两个月加大采购、进口和
储备，确保至少 1-2个月的持续供应。但是销
售情况还是远超预期。春节期间，家乐福一款

“肋排家庭装”线上销量同比增长超过 10 倍，
菠菜线上销量暴增26倍多；在南京，仅苏宁菜
场每天售出的大白菜就有上万斤……

“前期做销量预估时，基本库存量远没有
这么大，我们明显感受到销售规模在急剧上
升。”顾伟说，苏宁紧急调动供应链资源，一
方面集中订单加大采购，尤其是原产地直
采；另一方面，加大助农产品等生鲜引进力

度，力保供应基本平稳。
前期需求的旺盛，也让一些业内人士直

呼“击穿”了行业的供给量。每日优鲜合伙
人王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疫情本质上
是对生鲜到家供给侧核心能力的挑战，考验
的是快速组织更大规模货源和运力的能力。
派采购人员驻守产地、加大货源地直采、紧
急调用全国仓库，采销、物流、仓库全链条
加速转动……各大平台供应链迅速恢复起
来，使产品快速售罄的情况逐渐改善。

其次是人手。
订单激增，进货、物流、分拣、配送等各环

节压力也随之加大，这都需要更多人手来完
成。以家乐福北京双井店为例，原来每天到家
订单大概一二百单，现在则高达一两千单。

小董是北京某物流西三旗站点快递员，春
节以来，他几乎每天 6 点就起床忙活。防疫期
间配送难度增加，等待时间更长，但他每天仍
要送上100-120单。“工作量并没有减少，反而
增加了。”他说，“从来没觉得被这么多人需要
着。特殊时期，快递员就像传送带一样，源源不
断地把消费者生活所需送到他们家门口。”

人手不足怎么办？最近，不少平台纷纷
推出“共享员工”计划。2 月初，盒马与云
海肴、西贝、探鱼、青年餐厅等餐饮品牌合
作，后来又拓展到酒店、影院、百货店、商
场等行业，数据显示，防疫期间，已有40多
家企业超过5000名员工加入盒马。为解决终
端人手问题，家乐福也推出“人才共享”计
划，招募拣配人员支援到家业务。

当然，考验远不止这些。人民网电商研
究院指出，生鲜电商原本就存在产业链长、
供应链仓储履约成本高、门店精细化运营难
等痛点。疫情影响下，生鲜电商在准时送
达、货品保证、前后端协同供给、安全措施
保障等方面压力加大，这些都倒逼生鲜电商
进行全领域完善和提高。

未来持续留住消费者，要满
足“快”还要满足“好”

从十几年前生鲜品类首次触网，到近几
年巨头入场、快速深耕，其间生鲜电商曾

“站在”风口，也经历过“倒闭潮”“并购
潮”。这次疫情过后，留给行业的问题将是：
增长仍会持续吗？

“受疫情影响，居家隔离期间消费者对到
家业务的需求井喷，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生鲜电
商加快发展。但生鲜电商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
模式，背后体现了近年来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
消费需求的升级，生鲜电商为满足消费升级需
求而诞生与发展。”顾伟对未来仍然看好。

他认为，对企业尤其是对多产业布局的
企业而言，生鲜电商是一个高频、高黏性的
流量入口，社区商业价值尤为突出。同时生
鲜电商拥有传统生鲜零售不具备的特点和优
势，对于正在兴起的生鲜消费新需求而言，
发展前景广阔。

也有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目前，中
国生鲜电商的市场规模已突破 2000 亿-3000
亿元，但相比数万亿元级别的生鲜零售市
场，仍有大量潜力可挖。

从供需双方来看，此次疫情所带来的改
变都将是持续的。

——在供给侧，核心能力的竞争更为突
出。生鲜电商前端涉及门店布局、用户体
验、到家配送能力，后端涉及IT系统、供应
链、人才储备等，都需要深耕与投入。“这次
疫情凸显出特殊时期生鲜电商在商品供应、
物流配送、拣货配货等方面的‘紧平衡’状
态，促使生鲜电商接下来加大能力建设，以
更强的互联网零售基础设施满足不断增长和
升级的生鲜消费需求。”顾伟说。

——在需求侧，长期以来困扰生鲜电商
的另一个问题，即消费者线上购买习惯难以
养成，似乎正在加速解决。王珺说，根据过
去的经验，用户只要完成 3 单购买后，留存
率就非常稳健了。但要让一位新客户完成 3
次订单，培养出习惯，原本是很漫长的，而
此次疫情大大缩短了这一过程。

当然，还有许多看得见的新变化。比
如，消费大数据显示，快手美食、方便菜、
半成品菜的需求快速爆发，引得诸多生鲜电
商平台与西贝、眉州东坡、小南国、云海
肴、金鼎轩、渝是乎、紫燕百味鸡等餐饮企
业展开合作，将餐厅招牌菜加工为速成菜，
为用户提供“又好又快”的下厨解决方案。

一定程度上，对于买生鲜，疫情加快了
电商“敲开”万家门的步伐，未来能否留得
住，还要看行业怎么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来，口罩成为一线防
疫重点物资，也是普通民众防疫必需装备。
相关企业加班加点生产口罩，数据显示，目
前中国口罩日产能已经从 2 月初的 2000 万只
增长到了1.1亿只，日产量达到1.16亿只。不
过，消费者也会有困惑，市场上口罩品牌、
种类繁多，不同消费者应该按照什么标准来
选择？不同品类的口罩有什么差别？

3 月 11 日，由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
会 （简称中产协） 牵头制定的 《民用卫生口
罩》 团体标准正式发布。标准围绕口罩材料
及佩戴安全性、阻隔功能、佩戴舒适性等设
定指标，并对儿童口罩进行详细分类和规
定，为生产、监管提供依据，有利于改变之
前民用口罩企业采标乱、市场监管难、儿童
口罩缺少标准依据的情况，便于消费者选择。

据介绍，目前，中国口罩标准主要规范
民用防护和医用防护两大领域。医用领域标
准 GB 19083—2010 《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
求》、 YY 0469—2011 《医 用 外 科 口 罩》、
YY/T 0969—2013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主要适用于医疗机构。民用防护型口罩标准
GB/T 32610—2016《日常防护型口罩技术规

范》、GB 2626—2006《呼吸防护用品自吸过
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主要适用于颗粒物防
护，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是，复工复产后普通民众大量使用的阻隔型
口罩 （平面型口罩为主），无法满足上述标准
要求。为此，中产协成立工作组对相关标准
和市场进行了论证研究，并紧急向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会 （简称中纺联） 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提出了 《民用卫生口罩》 团体标准的立项
申请。

此次发布的 《民用卫生口罩》 团体标准
适用于日常环境中用于阻隔飞沫、花粉、细
菌等颗粒物的民用卫生口罩。在指标项及指
标值 （主要包括材料及佩戴安全性、必要的
阻隔功能，并且特别关注佩戴舒适性） 设置
上既可以满足抗疫中的防护需要，也便于疫
情过后作为卫生口罩使用。

首先，确保可靠性、实用性。该标准口罩分
为成人口罩和儿童口罩，规格按照大中小3类
区分，可有效阻隔飞沫、花粉、微生物等颗粒物
传播，细菌过滤效率不低于 95%，颗粒物过滤
效率不低于90%，不仅适合复工、复学佩戴，也
能满足疫情过后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对个人防

护的要求。
其次，兼顾安全性、舒适性。关于佩戴

和材料要求，该标准明确不应存在可触及的
锐利尖端和锐利边缘，原材料不应使用再生
料，口罩与皮肤直接接触材料不得染色等，
明确规定了环氧乙烷残留量、耐干摩擦色牢
度、甲醛含量、PH 值、可分解致癌芳香胺
染料、微生物指标、阻燃性能等指标。为保
证口罩佩戴舒适性，规定了成人用口罩通气
阻力定为≤49Pa，儿童用口罩通气阻力定为
≤30Pa。

对于儿童口罩，该标准进行了单独要求。
例如，儿童口罩宜采用耳挂式口罩带，不应有
可拆卸小部件，口罩带不应有自由端；配有鼻
夹的儿童口罩，其鼻夹应采用可塑性材质；儿
童口罩所用材料满足GB18401《国家纺织产品
基本安全技术规范》中关于婴幼儿产品要求；
提出了阻燃要求；鼓励个性化设计，等等。

该标准的发布，填补了中国民用卫生口
罩领域标准的空白，为口罩企业规范生产提
供了技术支撑，为市场监管部门提供了监管
依据，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权威的卫生口罩购
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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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生鲜，电商敲开万家门
本报记者 李 婕

买生鲜，电商敲开万家门
本报记者 李 婕

《民用卫生口罩》团体标准正式发布——

消费者选购口罩有了新依据
本报记者 徐佩玉

“0点抢盒马鲜生，6点抢多点，7点美团

买菜，8 点每日优鲜，9 点永辉……”春节期

间，不少消费者加入到线上抢“鲜”买菜的队

伍中，同时下载好几个 APP 的不在少数。最

近虽然新菜供应充足，再不用“抢”，但在线买

生鲜依旧火热。

而在供给端，从供应、物流到配送，各大

平台紧急调配，确保接得住这些订单。生鲜

电商在中国发展酝酿已有十几年，这次突发

的疫情既被认为是一场行业大考，也在客观

上带来发展机遇。当形势逐渐走向平稳，留

给它们的问题是：眼前的“火爆”能否持续？

随着气温回升和春雨到来，四川省汉源县九襄镇等地的村民投入到疏
花、人工授粉、育苗等农业劳动中。图为3月19日，九襄镇后山村村民对
梨树进行疏花。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上图：近日，内蒙古一家电
商平台工作人员在按顾客订单配
果蔬等商品。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右图：日前，在新疆尉犁县
团结镇东海子村蔬菜配送中心，
工作人员正在将打包好的蔬菜配
送箱装车。

常学辉摄 （人民视觉）

疏花育苗忙疏花育苗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