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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冰

无人驾驶数字人民币支付体验
车、无人超市、双离线支付技术……在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
（下称：服贸会），数字人民币展区首次
亮相，众多机构参与其中，除了展示多
元化的数字人民币支付场景之外，多
款数字人民币硬件设备亮相。

《证券日报》记者分别参观了国家
会议中心及首钢园区两个场馆，发现
六大行、蚂蚁集团、腾讯、京东、美团等
均展示了在数字人民币上的新技术、
新应用场景，“一站式”呈现数字人民
币最新进展的同时，数字人民币正与
冬奥特色场景深度融合。

沉浸式场景体验齐亮相

所谓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
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目
前，我国六大国有银行为指定运营机
构，负责在中国人民银行的额度管理
下，根据客户身份识别强度，为其开立
不同类别的数字人民币钱包，进行数
字人民币兑出兑回服务。

今年服贸会金融服务展一大亮点
就是首次设立“数字金融示范区”，现
场开通数字人民币大道，多家金融机
构围绕数字人民币便捷、普惠、安全三
大特性，以“实物+图文+互动”形式实
现沉浸式场景体验。

《证券日报》记者在中国银行展
区数字人民币消费体验专区体验发
现，其售卖的可乐、雪碧等饮料仅需1
分钱。并可通过扫码支付及刷卡支
付两种方式付款，两种付款步骤大致
相同，扫码二维码支付反而步骤较
多，需要打开对应APP、扫描二维码、
点击支付、等待出货等四步。刷卡支
付仅需要3步即可完成。记者注意
到，现场有不少体验者实际体验，且
反响较好。

体验者王女士对《证券日报》记者
称，自己之前在网点开通过数字人民
币，但一直没有体验过。“今天第一次
使用感觉非常方便快捷，期待以后可
以应用在更多场景。”

在此次服贸会两个场馆中，数字
人民币正与冬奥特色场景深度融合。

《证券日报》记者在中国银行展区看
到，其以“服务冬奥”为主线，着力推进
数字人民币与冬奥特色场景深度融
合，展出了滑雪手套、冬奥特色徽章、
智能手表等形态多样的数字人民币钱
包；邮储银行则展示了一台无人驾驶
数字人民币支付体验车；建设银行展
示的是“数字人民币咖啡机”、零售机；
交行的“数字人民币”展区则有橙汁
机、咖啡机、文化商品等各类数字人民
币消费场景等等。

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展区，除了
可现场体验数字人民币支付服务之
外，还有一台形似取款机的设备。展

台工作人员称，对于冬奥会期间的境
外来华人士，这款机器及配套的标准
卡式硬钱包和数字人民币可视卡硬钱
包等硬件设备可提供便利化服务，通
过以外币直接兑换数字人民币，解决
外国游客的“在华消费移动支付难”。
此外，在数字人民币大道上，邮储银行
全场1元体验的数币邮票盲盒、留声机
明信片、打印机等让很多参观者排起
了长队。

易观高级分析师苏筱芮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相比传统软钱包，数
字人民币硬钱包背后承载着较强的金
融科技实力，同时也能够拓展更为广
泛的客群，为数字人民币在不同场景、
不同技术条件下的流畅运用奠定优良
根基。”

多位分析师认为，数字人民币正
在为银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从上市
银行半年报数据来看，数字人民币正
在为银行添彩。例如，截至6月末，建
设银行累计开户个人钱包超723万个，
对公钱包119万余个；交通银行开立了
个人数字钱包将近116万个，法人钱包
13万个等等。

数字人民币硬件设备显“真容”

除了银行机构之外，也有多家科
技企业参与数字人民币试点，多种硬
件设备集中亮相。在蚂蚁集团的展
位上，记者看到，观众在现场开通了
网商银行的数字人民币钱包后，通过
刷脸支付的方式在自动饮料售卖机
上使用数字人民币完成了购物。此

外，蚂蚁集团还展示了支持双离线支
付的智能工牌、支付卡、POS机等硬件
设备。

不用联网，不用打开手机App，也
不用绑定银行卡，用手机“碰一碰”就
能解锁美团共享单车。美团金融服务
平台工作人员介绍，这一创新应用将
极大地简化共享单车的支付流程，提
升用户体验，同时还可以有效解决老
年人等特殊群体在操作智能手机时的
不便问题。

除基于智能SIM卡的碰一碰解锁
外，美团还在此次展会中展示了基于
可视芯片钱包的碰一碰解锁功能。可
视芯片钱包外表与普通银行卡接近，
但增加了一寸见方的电子墨水小屏，
能显示交易金额、余额信息。

在服贸会上，《证券日报》记者注
意到，To B端的数字人民币园区解决
方案也首次出现公众视野。在京东科
技展区内，数字人民币在企业采购领
域的To B支付技术解决方案，全面展
示其为企业、商户、金融机构接入数字
人民币系统具备的专业服务能力。据
悉，目前京东科技已支持京东App、京
东金融App、七鲜超市等线上线下场景
接入数字人民币受理功能，京东聚合
支付数万家线下商户也已具备数字人
民币受理能力，如商户需要可快速开
通。

据京东服务人员介绍，对To B的
数字人民币园区解决方案，目前位于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京东大厦园
区也已具备数字人民币的支付条件，
便利店、餐饮店等多家商铺已完成数

字人民币的接入。
目前，数字人民币试点以来，随着

数字人民币底层技术和运营体系不断
成熟、稳定，在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
通出行、购物消费等C端领域已“飞入
寻常百姓家”，与此同时，也呈现出从
To C走向To B，从简单场景到复杂交
易的趋势，数字人民币试点逐步进入
多维度扩容阶段。

截至2021年6月30日，数字人民币
试点场景已超132万个，覆盖生活缴
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
务服务等领域。开通个人钱包2087万
余个、对公钱包351万余个，累计交易
笔数7075万余笔、金额约345亿元。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
王蓬博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
服贸会上展示情况来看，数字人民币
试点场景越来越多元，银行正主动抓
住数字额人民币发展机遇，积极拓宽
服务场景和获客渠道，包括在对B端
的服务产品的创新上和对C端用户的
交互工具上，都有一定程度的进展，
这是服贸会上数字人民币的亮点之
一。预计未来数字人民币将在消费
信贷、跨境及行业监管等领域将取得
较大突破。”

苏筱芮进一步指出，从展示情况
来看，各金融机构在数字人民币的场
景嵌入以及运用方面取得了良好成
果，既注重技术创新研发，也关注普惠
场景的实际应用。“预计后续数字人民
币将在公共缴费、社区服务、社保医
疗、企业商贸等特色场景得到进一步
拓展”。

金融机构尽显“科技范”
数字人民币正与冬奥特色场景深度融合

本报记者 张 敏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以下简称“服贸会”)首次设立了健康
卫生服务专题，分为疫情防控、医疗服
务、科技创新、传统医药、老年健康以
及国际医疗六大主题，涵盖创新药、高
端医疗器械、商业医疗保险、医疗健康
服务、传统医药等领域，成为国内外医
药器械企业展示实力、创新项目的大
舞台。

“服贸会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
重要窗口，为包括拜耳在内的跨国企
业提供了一个展示、交流、合作的国际
平台，更是深入了解中国本地医疗需
求的重要途径。”拜耳集团处方药事
业部全球执行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周
晓兰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中国的药品
器械创新更成为此次服贸会的亮点。
服贸会现场的展示和企业代表的出色
表现成为当下中国医药生物行业创新
和求变最好的佐证。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
宋瑞霖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希
望借助服贸会的平台，全面展现中
国创新药物研发水平和医疗服务水
平。希望中国的创新产品不仅解决
本国老百姓的医疗需求，更能通过
服贸会的平台，实现国际的多边和
双边互认，让中国药品、医疗器械能
够走向更多的国家，为全球健康做

出贡献。”

创新药企谋求国际化机遇

在去年的服贸会上，两款国产新
冠灭活疫苗亮相，中国健康卫生事业
发展为世界瞩目。记者在服贸会首钢
园区 5号场馆现场看到，相比 2020年，
今年服贸会上，创新药企的身影越来
越多，百济神州、亚盛药业、诺诚健华、
复宏汉霖等创新企业在同台展示。

这一次，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携4款
新冠疫苗、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亮相；
复星医药旗下复宏汉霖携利妥昔单抗注
射液、注射用曲妥珠单抗、阿达木单抗注
射液等出场。此外，多家企业借助此次
服贸会宣布达成了多项合作。9月3日，
创新药企亚盛药业与康圣环球基因技术
有限公司、思派健康达成合作，旨在为公
司在研药物商业化作准备。诺诚健华和
康诺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
双方研发合作，致力于开发 First- in-
class（同类首创）大分子创新药。

近年来，随着中国创新药的快速
发展，海外市场已经成为国内创新药
企发展的重要目标，包括百济神州、荣
昌生物、加科思等创新药企已通过海
外授权的方式推动创新产品出海。

在服贸会现场，百济神州总裁吴
晓滨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服贸会
是我国对外交流的重要平台，我们对
服贸会带来的发展机遇也非常期待。

过去发展中国家基本用不起生物制药
领域的创新药和专利药，这些药品由
欧美企业生产，价格非常高。而自从
中国创新药快速发展以来，已经极大
程度地改变了创新药，比如癌症药价
格高不可攀的局面。我们希望这个局
面不光在中国发生，应该让中国制药、
尤其是生物创新药走向其他发展中国
家，让那些国家的患者受益。”

目前，亚盛医药用于治疗耐药慢
性髓性白血病（CML）患者的原创 1类
新药奥雷巴替尼已在中国递交新药上
市申请，并同步在美国进行临床试
验。据亚盛医药董事长、CEO杨大俊
介绍，未来该产品被批准上市后，将在
欧美市场、“一带一路”市场、新兴市场
全面地推进商业化。

“中国创新药企要有全球视野，有
全球的话语权，有全球定价权，这也是
未来我们追求的目标。中国生物医药
特别是创新药能走向世界，对于我国
真正地做到医药健康产业的大国、强
国，是很有意义的。”杨大俊表示。

传统制药企业加速求变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
“坚持中西医并重，实施中医药振兴发
展重大工程”，中医药历史地位得到重
大提升。目前，中医药行业正处于发
展的“黄金时期”。

北京同仁堂、华润三九、白云山等

龙头企业也来到了服贸会参展。记者
在现场看到，一方面，中医药的传承得
以展现：在北京同仁堂展台，工作人员
现场展示了传统中药的制作手法，吸引
了诸多观众观看。另一方面，传统中医
药在加速与科技结合，中医的远程诊疗
平台、经络调理机器人、艾灸智能设备
等科技感满满的产品十分吸睛。

在国家鼓励创新的背景下，传统
药企如何转型发展引发了资本市场的
关注，而记者在现场也看到这种变化。

医美是2021年资本市场关注的热
点，脱发是较热的一个分支。记者在
展厅现场看到，中药企业振东集团采
用中国传统风格设计，分不同区域展
示公司五和医养堂产品、达霏欣、振东
康护、朗迪钙以及中药饮片。其中，达
霏欣作为公司的生发医美产品引起前
来参观人士的关注。

在达霏欣生发服务中心展厅，振
东集团摆放了专业毛囊检测仪，供到
访的人群现场体验科学仪器的检测。
记者从现场的工作人员了解到，未来
振东集团将医美脱发领域作为重要发
展方向，并加大创新药投入，聚焦肿瘤
领域，做长期创新型企业。

此外，记者在一家注射剂生产企业
站台看到了其生产的面膜产品——当下
企业切入医美赛道的常见选择产品。该
企业工作人员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
此次只是将产品作为展示，并未大规模
宣传，大部分只是企业内部使用。

生物医药企业谋求国际化 传统药企加速求变转型

“服贸会”探营

本报记者 矫 月 见习记者 贺王娟

近期，多家百货商场传出即将倒
闭的传闻，一时间，百货业未来会否
消失的忧虑袭上人们心头。

一位 90后消费者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我比较喜欢逛街，但主要
以玩为主，有可能一天逛下来没有买
一件衣服。”在这位消费者看来，逛街
主要是为了满足她的游玩欲望，而不
是以买东西为目的。“至于买衣服、鞋
之类的，我一般都会到实体店试穿，
然后在网上代买，价格比实体店便宜
多了”。

面对电商的冲击和消费者消费
理念的转变，零售百货业遭受了重大
打击，且每年都有百货商场关门或易
主改造的新闻。

对此，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
会委员赖阳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追求新奇、好玩才是驱使现代消费
者出门的主要原因，线上消费满足了
购物需求之后，大多数消费者出门逛
街的目的变成了寻找吃喝玩乐、休闲
娱乐的体验。因此，传统的百货门店
要做根本化的转型，方向在于要把传
统百货转变为一种新型的休闲娱乐、
沉浸体验式、艺术时尚的消费中心。”

记者在采访多家零售百货公司
得知，传统百货转型的大方向是数字
化转型，此外，也有部分公司向其他
业态转型。虽然转型已经成为百货
公司的共识，但如何才能转型成功，
成为传统百货公司的一道难题。

“二房东”红利不再

在网购盛行的当下，传统百货业
的老一套正在失效。

“我们同学聚会往往会选择一家
大的购物中心，比如相约到网红店吃
饭、唱歌、看电影、玩电玩游戏等。”一
位消费者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很多人喜欢到商场玩一些时髦的游
戏，比如以前的密室逃脱，或现在刚
流行的剧本杀等。”

面对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转变，传
统百货商场已渐渐被消费者遗忘。
在业内人士看来，传统百货业的落
寞，一方面是年轻一代消费者更喜欢
网络消费；另一方面是消费者对商场
的需求已经改变。此外，相对于网络
电商的开店成本，商场店铺高租金也
使得部分商家将经营从实体店转到
线上，使得百货商场的店铺无租可
收。

对此，有一位店铺老板表示：“我
以前在商场租店铺的钱虽然多，但由
于消费者多，所以回本也快，但现在
商场来的人少了，只得转战网上开
店。”

有百货公司方面人士向《证券日
报》记者透露：“百货商场的盈利主要
靠店铺租金，只要还有商家入驻，商
场就能继续经营。”

有熟识商场的人士向记者透露：
“事实上，百货商场只要有大品牌入
驻，就会吸引消费者前来，对于商场
来说有了客流量就有了商户入驻，所
以，有的商场会免费将一楼最大的门
店租给国际一流品牌，吸引商户和消
费者。”

“长期以来，传统百货主要依赖
招商品牌吸引消费者，依靠当‘二房
东’盈利，但近年来，这种红利已经行
不通了。”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并非长
久之计，现在的 80后、90后成为市场
消费主力，而这些年轻一代的消费者
更喜欢网上买东西。

“传统百货需要重新定位消费群
和购物需求、重新优化体验，培养全
新的、独属于自己的竞争力。”上述业
内人士如是说。

传统百货业绩下滑

同花顺 ifind数据显示，2021年上
半年，*ST大集、*ST商城、北京城乡、
南宁百货4家百货零售上市公司业绩
持续亏损，归母净利润亏损额分别为
2.48 亿元、0.40 亿元、0.20 亿元、0.05
亿元。

记者梳理发现，这 4家百货零售
企业营收的主要来源均是以传统的
百货超市业务为主，且其业务毛利率
远低于同行业水平。

2021年上半年，*ST商城归母净
利 润 亏 损 0.40 亿 元 ，亏 幅 缩 窄 至
39.77%。*ST商城解释称，“作为传统
实体零售企业，公司经营受着网络电
商的持续冲击，同时又持续受到疫情
的影响。”

《证券日报》记者走访位于公主
坟商圈的北京城乡商场发现，占据商
场的品牌柜台大多数是以中老年消
费者的消费偏好为主，且商场装修老
化严重。

对此，公司方面人士向记者表
示：“中老年人喜欢的消费品牌是商
场的一个优势，比如我们商场的羊绒
衫品牌一直有品质保证。”

事实上，对于百货商场的经营，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曾在报告中提出，
在消费端，实际上中国具有增加品质
消费的需求，如何满足这些需求，关
键是在供给侧。报告建议，百货商场
需注重三点：一是差异化，2020年全
年亮点突出的企业，都是在差异化上
做足了文章，如 SKP、新世界大丸、杭
州大厦等；二是体验化，既要体现线
下互动和现场服务的优势，又要充分
利用数据化手段，延伸服务时间和空
间；三是商品力，包括品牌组合、商品
价格、商品服务等，让顾客感觉到物
有所值。

试水新业态扭颓势

为了满足新一代消费者的消费
习惯，众多百货商场纷纷转型。北京
长安商场曾不惜停业重新规划改造。

近日，走进重新开张的长安商
场，记者发现，在商场消费的大多是
老人带着孩子，相比以前，长安商场
改造后更向社区消费靠拢，不过核
心仍是以百货为主。有消费者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商场一楼区
域商品价格很便宜，甚至比超市还
便宜。”

不过，也有年轻的消费者认为，
虽然商场引进了新品牌，还是缺少吸
引年轻消费者的一些元素。

“ 商 场 内 没 有 类 似 于 ZARA、
H&M、优衣库这类能吸引广大年轻消
费者的品牌；儿童区玩乐设施少；餐
饮品牌偏少，缺乏奶茶等多元年轻的
餐饮品牌；缺乏年轻人社交拍照打卡
地等。”该消费者如是说。

对于如何转型，不同的商场有着
不同的方式。其中，新世界、王府井、
翠微股份等传统百货零售企业，在业
绩式微后通过转变业务经营模式、拥
抱数字化转型、加大创新力度等方式
积极发展，扭转颓势。

同花顺 ifind数据显示，2021年上
半年度，新世界、王府井、金开新能
（原津劝业）、鄂武商A、翠微股份 5家
百货零售上市公司业绩同比增长超
10倍。记者梳理发现，数字化转型及
加入新业务是这些百货企业上半年
业绩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

业绩增幅第一的新世界百货业
态转型及新业态平稳运行两手抓，上
半年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315倍。从财报可见，近年来，新世界
的医药业务营收占比持续上升，2021
年上半年，其医药销售收入占比达
53% ，而 百 货 业 务 营 收 占 比 仅 占
29.83%。

未来仍有发展空间

有业内人士分析称，虽然传统百
货商场倒闭对行业冲击较大，但只要
走出不一样的路，百货业态仍能存
活。

“疫情基本稳定之后，大部分百
货企业正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积极拥
抱新零售业态。”盘古智库高级研究
员江翰表示：“百货零售业的恢复，一
方面是受宏观形势的影响，另外一方
面也是企业本身自我作为的体现，在
双重影响下，百货零售业发展呈现了
比较好的市场发展趋势。”

有业内人士分析称，多元化的新
业态成为百货公司转型的重要方
式。例如与电商合作开展 O2O 业
态。此外，“体验式”消费也是百货公
司新业态拓展重点，通过增加食品与
饮料、儿童娱乐、美容护发、摄影等服
务来提高消费者体验。

赖阳表示，自从受到“双 11”、
“618”等互联网购物节的影响之后，
商场线下价格折让的机会和资源越
来越有限，在此背景下，实体商业的
活动应该转型为娱乐、好玩的体验，
营造有意思的氛围，打造主题活动，
形成有特色的品牌资源。

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全国
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商品零售额
累计增长 22.5%，限额以上零售业单
位中的超市、便利店、百货店、专业
店和专卖店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6.2%、17.4%、29.5%、24.6%和 32.4%。

零售百货业“生死劫”：

失去“二房东”红利
试水多元化新零售

百货业转型之路

数字人民币大道与无人驾驶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