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7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2年白皮书

長体は96％まで

第
３
部 

各
产
业
的
现
状
及
建
议

２. 零售业

零售创新正在为零售业创造新的发展空间
2021年中国的零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为

44万亿元（同比增长12.5％）。虽然2021年下半年增速
有所放缓，但在电商（以下称“EC”）市场的拉动下，有望
实现持续增长。受出境限制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主要
体现在国内消费上。此外，线上线下均因近几年陆续出现
的新业态新服务而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零售创新逐步常
态化，各零售业企业的应变能力显得愈发重要。

消费市场虽然在2021年下半年增速有所放缓，但整
体仍然保持持续增长预期

2021年中国的零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为44

万亿元，同比增长12.5％，超过了GDP实际增长率（8.1％）。

2021年7月后，受史无前例的暴雨灾害影响及疫情防控措施

导致国内出行受限等因素影响，虽然环比增长停留在个位

数，但全年仍然恢复了两位数增长的态势。除了消费者购买

意愿旺盛之外，“十四五”规划等政府政策的助推及长期限

制跨境出行导致消费回流等因素支撑了消费的增长。虽然无

法预估是否能采取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别刺激措施，但

目前预计有望实现持续增长。

实体店各行业差异明显，但整体呈恢复态势。电商市
场持续多样化发展

按零售业业态类别来看，电商市场保持稳定增长。然

而，实体店业态整体很难说依照预期呈现恢复态势。加之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增长率前景明暗分明。最为轻微的是以食

品为主力的超市业态。虽然食品、日用品等生活必需品仍然

保持坚挺态势，但随着食品安全安心意识不断增强，重视品

质的企业赢得了支持。近年，会员制商店逐渐受到追捧，也

逐渐出现了大型超市主动向会员制转变的案例。便利店发挥

与消费者的距离最近的优势，作为日用品的补充和外卖收货

点的优势日益凸显。商业设施和百货店等大型业态受消费者

加快转向依赖电商的影响，到店客人恢复迟缓。

另一方面，电商市场持续保持稳定增长。中国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约为10.8万

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电商化率）达24.5％。

2021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持续低迷的实体店领域有所

恢复，因此电商化率同比减少0.4个百分点，但持续保持在

高位。根据中国商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零售业排行榜显示，

2020年的零售业二十强中，电商企业占据了5席，同比增长量

超过了其他以实体店为主体的零售企业，今后电商企业仍将

继续成为引领中国零售业的形态之一。

今年电商市场呈现出商业模式多样化的特征。除了以

天猫、京东为代表的国内电商企业或实体店企业的线上销

售形态之外，互联网上对消费者影响力较大的KOL（Key-

Opinion-Leader，关键意见领袖）的直播销售、充分运用社

交网络开展销售的社交电商等也在逐渐扩大。位居中国零

售业排行榜第3名的拼多多是一家团购型社交电商，成立于

2015年，在地方城市、农村地区等消费者的支持下，持续保

持着超越天猫、京东的扩张速度。

“十四五”规划也提出了电商市场将成为消费者不可或

缺的生活方式的目标，今后将继续促进创新、完善相关法律

管控。

零售创新进一步开拓发展空间
在零售业中充分运用技术手段已经成为了生存必备技能

（零售创新常态化）。如今已经进入了零售业只有采取新的

举措才能谋生存的时代。阿里巴巴集团运营的生鲜超市“盒

马鲜生”在2016年成立后顺利实现发展，近些年的发展主要

依靠向新业态和新服务发起挑战。在市中心开店面积达4，

500平米左右的主力业态“盒马鲜生”开店速度逐渐有所放

缓，面向住宅区、地方城市的小型业态“盒马mini”和“盒小

马”开店速度正在加快。此外，还在向与跨境电商联动的“盒

马跨境GO”、烘焙专营店“盒马烘焙”等新业态发起挑战。

此外，在商品方面，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在外就餐减

少的消费者的需求，还开设了30分钟内配送火锅的“盒马火

锅”等服务。这些新的尝试可能会在未来数年后对整个零售

业带来影响。2017年掀起的无人商店潮处于小康状态，当时

发展起来的个人结算服务逐步在2019年左右走进便利店和

超市，今后将逐步在各类业态中扎根。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下实现快速发展的直播销售，逐渐成为零售业的固定销售方

式。由此可见，中国零售业中零售创新的常态化将创造出新

的发展空间。

表：中国零售业排行榜（单位：亿元）

企业名称 2019年
销售额

2020年
销售额

同比
增长率

1 天猫 26,120 32,020 22.6％
2 京东 20,854 26,000 24.7％
3 拼多多 10,066 16,676 65.7％
4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787 4,163 9.9％
5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3,280 3,289 0.3％
6 唯品会 930 1,650 77.4％
7 国美零售控股有限公司 1,276 1,407 10.3％
8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931 1,045 12.2％
9 高鑫零售有限公司 1018 954 -6.3％
10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 951 878 -7.7％
11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822 874 6.3％

12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811 657 -19.0％

13 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98 629 26.3％
14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546 568 4.0％
15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63 565 0.4％
16 步步高集团 415 430 3.6％
17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77 419 -12.2％
18 广州商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35 360 7.5％
19 云集 352 359 2.0％
20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1 356 -11.2％

资料来源：-中国商业联合会

中国零售行业的课题

营造不断挑战的企业氛围
中国已经成长为网络发达国家，中国的零售业也进入了

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一无二的发展阶段。在上述零售

创新趋于常态化的大背景下，时代已经发展到不尝试新的

举措就必然会导致业态陈旧过时，为消费者所厌倦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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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向营造不断挑战的企业氛围转变也是零售业面临

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零售业中，从高层到一线员工，所有

人都站在顾客的立场上开展工作是核心竞争力，但是培养人

材需要时间与精力。企业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不断积累挑

战，而不是进行徒有其表的挑战。

进一步提升商品策划、研发能力
无论线上还是线下，产品的差异化都将变得越来越重

要。在以往由日资等海外品牌占优势地位的高端（中高价

位）市场中，也涌现出一些中国国内新兴企业迅速发展的例

子。这些企业不仅拥有销售方法，在商品策划、研发方面也

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开发全新品牌，主要在年轻群体中获得

了大量支持。自主开发品牌等逐步在商品领域实现差异化的

零售业中，与供应商协同合作，提升商品策划、研发能力也可

能会成为今后的课题。

持续强化供应链
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后，人们的安全意识日益提升，为零

售业提供坚实后盾的供应链的加强将日益受到重视。此外，

对于今后零售业有望实现长足发展的地方城市，完善冷链等

供应链成为必不可少的课题。要进一步推广生鲜食品和副食

等日资企业的优势领域，就需要联合各地区供应链相关经

营者进一步开展完善工作。

＜建议＞
① 在市场监管方面，进一步确保内资企业和外资

企业的平等性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正在走

向质的提升，零售业也更加注重产品和服务的质
量与安全，并将重点放在了以技术创新带动需求
增长上面。希望针对这一结构上的变化，建立起
高度透明、统一有序的市场。从零售业的部分行
政法规来看，虽然其适用对象包括整个零售业，
但有些情况下会针对外资企业加以严格执行，对
内资企业则相对宽松。应建立相应的市场体系，
使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都能够在平等的环境下
开展竞争。希望更加重视保护外资企业的合法权
益及知识产权，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

② 适当放宽并统一冷链即食食品的审查标准
　国家标准（GB）规定了冷链商品的储存条件，火

腿为0-4℃、加工蔬菜为1-5℃，温度范围较小，
考虑到商品特性，放宽至10℃以下更可提升商品
的美味。希望允许将部分冷链商品的储存条件
放宽至10℃以内。而且此类冷链即食食品的审查
标准仅在北京市和天津市施行，其他地区分别有
不同的解释，尚未统一。希望中国各地区执行统
一的标准。

③ 关于食品生产许可证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
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14）的食
品分类不统一的问题

　生产许可证的32项分类是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公布的规定，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
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14）中的食品

分类是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规
定，两个分类存在不统一的部分。为严格遵守规
定，希望新组建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能够通过协调工作职能范围，整
合并统一两个分类标准。

④ 放宽烟草、药品、书籍等方面的经营限制
　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国烟

法〔2020〕205号）》所作规定，外资企业还不得
从事烟草制品的专卖零售业务。为此，许多外资
零售店会以承租人的身份附设烟草专卖店，以这
种方式来满足消费者的便利需求。除烟草制品
外，药品、书籍等领域同样不允许外资企业从事
相关经营。受此影响，除直接的销售额外，外资
企业在吸引顾客方面也不得不与拥有烟草专卖
资格的内资企业开展不平等的竞争。希望能够从
进一步方便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取消或放宽对外
资企业在烟草、药品和书籍等领域的经营限制，
使相同业态的外资企业能够得到与内资企业同
等的对待。

⑤ 护理用品经营相关限制
　在护理用品（主要指《医疗器械分类目录》中第

一类、第二类的器械）的经营方面，有些地区针
对其经营场所的面积设置了下限，并要求必须采
取附设药品专柜的经营形式。根据规定，开设药
店时，与其他药店之间的直线距离必须超过350
米，否则不予批准。再加上必须附设药品专柜的
规定，这令护理用品的经营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
地。为了应对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加这一社会变
化，希望完善制度，营造一个允许单独销售护理
用品的环境。希望废除销售护理用品时附设药品
卖场这一规定，并废除对经营场所面积的限制性
规定。

⑥ 便利店的食品加热销售许可
　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快餐店由

于其存在卫生安全隐患，所以在不断减少，而便
利店则提供令人放心安全的快餐、关东煮、包子
等，作为现代化的社会基础设施为提高民众的生
活品质做出了贡献。为了鼓励其今后提供更多的
产品和服务，对于便利店食品的现场加工制作希
望只予以适度的监管，为便利店的进一步发展创
造良好的环境。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了《食品经
营许可管理办法》（2017年11月17日进行了最新
修订），但中国各地尚未统一执行。希望制定细
则等，统一快餐、关东煮、包子等的许可规定。

⑦ 租赁合同相关法律的完善
　在中国，类似于日本《借地借家法》的法律法规

尚未完善，承租人处于弱势地位。例如，租赁合
同期限较短，必须预估短期内的收益；在续约
时，如果双方对新的租赁条件不能达成共识，必
须立即退租，致使无法预估中长期承租人的收
益。为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希望尽快完善相关
法规，保护商业用途房屋承租人的权利。

⑧ 进口手续
　自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以来，从日本进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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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时，申请取得通关和卫生许可需要花费1个半
月至2个月的时间，是过去的1.5-2倍。此外，作为
新冠肺炎疫情的一项防控措施，目前依然会对进
口货物进行核酸检测，没有核酸检测证明的货物
将无法通关。即使是生食类的海鲜产品，其通关
也要花费两周的时间，其商品价值因此而大打折
扣，事实上已陷入无法进口的局面。因此，希望能
够缩短通关时间，特别是生食食材的通关时间。

⑨ 解除或放宽对日本产食品的进口限制
　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

站发生事故，由此禁止进口来自日本的多种农产
品和食品。福岛核事故已经过去了10年以上，根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评估，可以证实目
前很多商品残留放射性物质的风险极低。对于那
些已在日本国内恢复正常流通和消费的产品，希
望能够尽快解除或放宽其进口限制。

⑩ 公平性
　根据公平平等原则，希望政府不要依据内资及

外资等企业的资本关系、企业规模（无论是大型
企业还是个体经营等）而采取不同的标准进行
管理，希望执行同一标准。

打击仿冒产品
　市场销售的许多商品都不是正品。希望加大对违

法侵害商标权并生产仿冒产品的企业、以及在知
情条件下销售该类产品的企业的处罚力度，取缔
市场中流通的违法违规产品。希望向上述企业
正确征税，以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

 改变“职业举报人”对销售的监督机制
　“职业举报人”会从零售现场的在售产品中找出

存在问题的产品（混有异物、商品标签错误等），
并向企业索赔。在中国，“职业举报人”被认为
是一种从消费者角度来纠正消费者权益保护相
关问题的合法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主席令第二十一号）第一百四十八条
规定，消费者在购买到问题产品后，作为经营者
必须向其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
金。然而，事实上，与普通消费者不同，“职业举
报人”在发现问题产品后，会首先大量购买，然后
再向企业提出大量索赔。因此，希望能够修改一
律予以十倍赔偿这一规定，准确区分恶意买家和
非恶意买家，不再将“职业举报人”视为消费者
的代表，包括修改该项规定在内，建立一个行政
部门主导的销售监督体系。

 从业制度
　员工的从业制度分为综合工时制及不定时工作

制，都需要获得行政审批。鉴于当前产业结构发
生的巨大变化，希望零售业员工的工作方式能有
多种选择。希望废除员工从业制度的行政审批，
认可备案制度或由企业酌情决定。

 冷藏食品申请生产许可
　关于冷藏食品申请生产许可，目前并不存在相应

的国家标准或统一的审查细则。例如北京市执行
的是《冷链即食食品生产审查实施细则》，但具

体的应对方式也因地区而异。尤其是那些使用生
食蔬菜制作的产品（例如沙拉、三明治），在《食
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中并没有相应分类，而且
并非在所有地区都可以获得生产许可。希望能够
针对冷藏食品制定统一的规定和细则等。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疫措施下确保物流的正常运行
　疫情爆发期间，中国国内各地为防止疫情蔓延，

纷纷采取了封闭式管理。在中高风险地区，往往
会采取限制措施，禁止外来人员和车辆进入小
区。有些地区甚至出台了主干道路禁止通行的规
定。尽管这些措施有望对疫情扩散起到很好的
遏制作用，但如果不考虑疫情规模，采取一刀切
的限制措施，那么将会造成物流停滞，使得人们
无法购买到所需商品（包括那些已经过安全检测
的产品）。此外，由于配送时间超出预期，导致产
品鲜度下降，从而缩短了产品的可售期限，这将
对经济活动产生极大的影响。希望在确保安全第
一的同时，能够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物流运输的
正常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