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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忙碌一天的宁波人
开始了他们的夜生活。市民陈先生
带着家人在一家网红打卡店用了晚
餐后，没有扫码付停车费，而是直接
驱车出了宁波来福士广场。原来，广
场内早已设置了“无感停车”，用户
只需通过广场的微信公众号绑定车
牌，即可实现线上自动缴费，再也不
用一次次扫码付费了。

不远处，刚结束高考来甬游玩
的小张正通过宁波老外滩微信公众
号浏览中英文景点导游信息。据了
解，老外滩步行街已全面完成 5G 网
络覆盖，创新打造老外滩口袋智能
导游，还结合营销活动推出了无人
售卖柜。

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戴着蓝
帽子的外卖骑手、骑着电动三轮车
的快递小哥来去匆匆。路边不起眼
的夫妻店里，可能藏着一家快递驿
站或几名忙于组织社区团购的“团
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传统
生活场景在线上延伸，在线购物、在
线教育、在线医疗等新兴行业飞速

发展，新的消费形态顺势而生。相较
于传统消费，新型消费不仅激发了
消费潜力，还推动了消费升级，市民
的消费需求从改善型、物质型转变
为服务型和品质型，一个前所未有
的新型消费时代正向我们走来。

站在“十四五”的新起点上，宁
波该如何加快发展新型消费，积极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日前，《宁波市以新业态新模式
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正式印发。
《实施方案》指出，我市将以新业态
新模式为引领，加快发展新型消费，
力争到 2025 年培育壮大新型消费
领先企业 100 家，创新建立新型技
术消费应用场景 10 个，实物商品网
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
重提高 5 个百分点，“互联网+服务”
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趋于成熟，基
本建成国家级新型消费示范城市。

继建设国际消费城市之后，宁
波又迈上了角逐国家级新型消费示
范城市的新赛道。

近年来，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在
消费领域争创各类“中心城市”“示
范城市”，紧锣密鼓地出台各类促进
消费的政策文件，希望能在消费发
展上谋得国家层面的战略支持，宁
波也参与其中。2019 年，《宁波市建
设国际消费城市实施方案》出台，全
面擂响推进国际消费城市建设的战
鼓，提出到 2021 年，全市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达到 5300 亿元，年均增
长 8%以上。

新型消费示范城市建设，是一
条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出现的新
赛道。去年，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以新业态新模
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
提出，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
础性作用，培育新型消费，鼓励消费
新模式新业态发展。

面对这样的机遇，宁波当然要
牢牢把握。

“建设国家级新型消费示范城
市，是宁波建设国际消费城市的延
伸和创新，是专门针对新型消费领
域提出的消费发展路线，也是宁波
在消费发展方面‘弯道超车’的一大

机遇。”市服务业发展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该局快速启动了《实施方
案》的编制工作，会同市发展规划研
究院共同组建方案编制小组，就“加
快新型消费发展”开展专题调研。

调研发现，宁波在发展新型消
费方面已有一定基础。

“十三五”期间，宁波“无接触”
“宅生活”“云消费”等新型消费逆势
快速发展，成为消费市场的新支撑。
统计数据表明，2016 年至 2020 年，
我市网络零售额（不含跨境电商）从
不足 1000 亿元增加至约 2500 亿元，
年均增幅 26%以上，居民网络消费
额从 800 亿元增加至 1600 亿元，年
均增幅 18%以上。

前不久，浙江省商务厅认定了
12 个商圈为省智慧商圈试点单位，
宁波泛老外滩智慧商圈榜上有名。

在电子商务领域，宁波就业创
业氛围浓厚，“互联网+”模式广泛
应用于商贸流通领域，数字商务经
济创新发展。如今，全市三分之一以
上的创业创新项目集中在互联网领
域，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消费示范
城市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发展机遇
以新型消费实现“弯道超车”

连国家都重视的新型消费，究
竟“新”在何处？

记者了解到，新型消费是以网络
购物、移动支付、线上线下融合等新
业态新模式为特征、区别于传统接触
式线下消费的消费模式。这种消费模
式承载着全新的消费对象和消费方
式：消费的主力军已从“60后”“70后”
转变为“80后”“90后”；消费不再是单
向的商品购买和使用，互动性消费正
在崛起；线上消费领域进一步拓展，
加速向服务消费和生产领域延伸。

今年“618”期间，“抖音、快手+
带货直播”成为标配，网红经济和国
潮热继续引爆线上线下消费市场，

其中天猫平台直播带货总交易额达
645 亿元，占总交易额的 11%，新型
消费的能量由此可见一斑。

根据《实施方案》，我市计划以
在线教育、互联网健康医疗、智慧旅
游、智能体育等行业为重点，发挥政
策支持的撬动作用，优化新型消费
环境，激发内需市场，打造新的经济
增长点。

一方面，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我
市将重点培育新型生活类消费、新型
公共服务类消费以及新型产品类消
费，创新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求
的各类便民惠民服务新业态和面向
消费升级的新型信息产品，推广无接

发展方向
以新业态新模式为引领

“不过，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
目前，宁波消费发展在一定程度上
存在基础设施不足、公共服务滞后、
流通网络不畅、行业发展不充分、部
分政策制度供给与实际发展需求之
间不匹配不契合等问题。”市发展规
划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说。

因此，在《实施方案》中，建立完善
的供给体系和需求体系，成为宁波建
设国家级新型消费示范城市的主线。

“以公共政策完善与科技服务
能力提升为主导，让新型消费基础
设施建设先行一步，关系到新型消
费提质增效。”该负责人表示，发展
新型消费的当务之急，正是加快新
型消费基础设施建设。

不久前，宁波移动已建成全市
最大“双千兆”网络，开通千兆 5G 基
站 6000 余个，千兆光网覆盖 400 万
余户家庭，并打造了“1+3+千+万”
的千兆光网布局。由此，宁波在全国
率先建成“智慧双千兆之城”。

这还远远不够。按照《实施方
案》，我市将继续加强信息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支持 5G、物联网等信息
基础设施的示范应用和模式创新，
并完善商贸流通基础设施网络，建
立健全数字化商品流通体系，统筹
规划建设物流园区及冷链物流、城
市配送等专业物流基地，为新型消
费发展提供“硬核”支撑。

深化供给端提质升级，把握对
接新型消费需求的契机，还需要不
断推陈出新，打造能充分满足消费
者需求的产品供给端。

我市将支持出口企业通过直播
带货、空中购物节等形式拓宽互联
网内销渠道，鼓励电子商务、数字服
务类企业开展“跨境电商+海外仓”
业务，“走出去”建立国际物流供应
链、国际寄递等服务体系。同时，以
数字化发展为主线，建设宁波数据
中心，筹建宁波智能计算中心，推进

“5G+4K”等技术在消费领域应用
的深化，尤其要利用“城市大脑”平
台，推动贸易金融、智能物流、在线
消费、生活服务等重点领域数据的
开放应用。

发展主线
建立完善的供需体系

新型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不
可因此忽视农村市场，这已成为当
下各地拉动消费的共识，宁波也不
例外。

记者在《实施方案》中看到，“十
四五”期间，我市将重点“改造完善
智慧化农村消费网络”“加强农商互
联农产品供应链建设”。其中，“改造
完善智慧化农村消费网络”被单独
列为“优化新型消费空间格局”这一
重点任务的第三项措施；“加快农村
商贸流通数字化升级”是“加快新型
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足

见宁波对构建城乡一
体化新型消费格局

的重视。
“ 这 并

不令人感到
意外。”市

服 务 业
发 展

局

产业处相关负责人解释，随着农村
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其对
新型消费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但
与城镇居民拥有较为完备的新型消
费基础设施不同，农村居民新型消
费需求的满足仍存在很多“堵点”。

如何打通“堵点”？除了相关措
施也会落实在农村地区外，《实施方
案》还给出了具体办法。

针对改造完善智慧化农村消费
网络，《实施方案》指出，我市将构建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宁波名特优农产
品服务网店和平台，提升本地农产
品展示展销及消费服务能力，在重
点乡镇及中心城区设立优质特色农
产品直销中心，打造优质特色农产
品网络展销平台，集聚一批触网销
售的农业经营主体，让农产品的供
给和需求更加适配，减少因流通信
息不畅造成的农产品库存积压变质
或流通损坏，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释
放农村新型消费潜力。

在加快农村商贸流通数字化升
级方面，我市将稳步推进“互联网+
农产品”出村进城，鼓励建立“网上
农博”，建设农商互联农产品供应

链，推动电商与乡村旅游、休闲
农业等多产业融合，实现城乡

生产与消费有效对接，从根
本上解决产销脱节问题，

更好满足宁波市民日
益增长的对高品质

农 产 品 的 消 费 需
求。

发展空间
构建城乡一体化消费格局

触、少接触型消费模式，探索智慧超
市、智慧商店、智慧餐厅等新零售业
态，鼓励传统公共服务向在线教育、
远程医疗、智慧康养、智慧家政、数字
文旅等新兴领域拓展转型。

另一方面，优化新型消费空间
布局。按照《实施方案》，我市将重点

推进智慧消费网络节点改造，鼓励
发展跨界零售、无人零售、绿色零售
等智慧零售网店，建设一批智慧化
特色商圈；加强智慧化社区提升改
造，提供安全、舒适、便利的现代化、
智慧化生活消费环境，打造“互联
网+养老”服务新模式。

制图 孙佳丽

宁波居民消费潜力巨大，各大商圈人流如织。
（王剑波 孙佳丽 摄）

本地一家儿童安全座椅生产企业的销售人员本地一家儿童安全座椅生产企业的销售人员
正在为直播做准备正在为直播做准备。。 （（林颖婷林颖婷 孙佳丽孙佳丽 摄摄））

宁波各大商超普遍采用了自助收银机宁波各大商超普遍采用了自助收银机。。
（（王剑波王剑波 孙佳丽孙佳丽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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