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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多地发布消费提振政策， 以及五

一、端午小长假刺激，多地顶级商场业

绩回暖。 日前，第一太平以全国6座城市

的标杆型奢侈品商场为样本，以近24个

月商场的月均客流为常态基准值100，

来衡量高端商场客流复苏状况。 结果显

示，顶级商场客流在2月大幅下滑后，经

历多月回升，在6月已回归至均值水准。

各主要城市高端市场的回暖程度也存

在差异，成都回暖力度令人瞩目，广州

在6月突破历史均值， 上海较均值仅有

微小差距，而武汉客流已恢复到89%，预

计在未来两个月将超均值。

在广州奢侈品市场经历了1~4月份

的低迷表现后，各大商场尝试了更多的

新销售模式，如网络直播、与电商平台

合作等方式来刺激销售。 随着抗疫工作

的逐步完善， 广州地区评级变成低风

险， 大家被压抑已久的消费需求在5、6

月份得到充分的释放。

第一太平戴维斯广州商铺部董事

何俊明表示：“太古汇、天环广场、天汇

广场及丽柏广场的奢侈品销售得到了

不同的提升，甚至看到各大奢侈品牌店

铺出现限制人流及排队进店购物的状

况。 本地奢侈品市场回暖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下，出国

（境 ）

旅游及代购受限，加速了

消费回归国内

（内地）

的趋势；二是香港

的修例风波持续和疫情封关的原因，令

到珠三角地区习惯去香港购买奢侈品

的消费力被保留在本地市场消化掉；三

是奢侈品品牌借势调整价格，新系列款

式的定价不断与欧洲市场价格靠近，吸

引了部分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近

日，在农业农村部指导下，中国银联

联合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

共建的“菜篮子”惠民专区在学习强

国和云闪付等APP上线， 通过全流程

信息化推进大数据在农业产销中的

应用，促进湖北竹山县、湖南安化县、

安徽霍山县、 云南绥江县等全国832

个重点扶贫县优质农产品产销。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为纾困农产品销售，并有效满足广大

消费者的肉蛋果蔬等基本生活需求，

中国银联在学习强国和云闪付等APP

的“菜篮子”专区上线吉林大米、河套

面粉、 山西杂粮等产地优质直供产

品。 用户在“菜篮子”专区购买农产

品，将享受价格补贴；还可使用积分

换购，享受消费补贴。 即日起至9月10

日，“菜篮子”专区所有农产品提供62

折

（

15

元封顶）

优惠，总名额20000个，

每个用户每天可享一次优惠，活动期

间累计可享受4次优惠，先到先得，用

完即止。

中国银联表示，未来将联合中国

邮政集团、中化集团、中国再保险集

团等更多企业，依托“全国农产品产

销对接公益服务平台”， 共同推动产

区和销区构建“点对点”对接机制，并

向重点扶贫县特色农产品倾斜，优化

农业生产供应链综合支付服务。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晶晶）

7月

10日，腾讯旗下保险代理平台微保联

合十余家合作保险公司发起的“7.8

全民保障节”落下帷幕。 作为保险业

首次“造节”尝试，微保充分发挥了

互联网平台的流量和连接优势，以

“保险你怎么这么有用” 为主题，通

过爆款古装短视频、 大咖联合直播

答题、创意H5等创新玩法，向公众科

普保险知识，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据统计，微保“7.8全民保障节”

累计参与用户突破1.48亿。 7月8日晚

小程序内直播观看人数超过100万。

实时在线最高25万人参与保险知识

答题，连续3天直播间累计人气破千

万，爆款短视频点击量累计突破7800

万，微博话题阅读量逾3000万。

腾讯微保高级副总裁张文表

示：“造节不是电商专属。 作为互联

网保险平台，微保首次造节，是想在

年轻人群中，打造一个好玩、有趣、

有用的‘保险符号’，也能把7.8保险

日真正地推向每个普通用户。 微保

通过持续性探索年轻群体喜闻乐见

的内容，揣摩受众喜好，利用泛娱乐

化形式和工具进一步激起受众反馈

参与，开辟了保险教育的新形式，潜

移默化地推动了国民保险意识提

升， 对保险业品牌建设及用户教育

皆具有借鉴意义。 ”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海祥）

7月9日，

为期3天的第三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2020云端峰会在上海世博中心

开幕。 本次大会呈现全球首次大型会议

现场真人全息投影， 采用线上活动为主

的形式，以“智联世界 无限可能”为主

题， 邀请全球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科

学家和企业家，以及相关的政府负责人，

围绕智能领域的技术前沿、 产业趋势和

热点问题发表演讲和进行对话。

众所周知， 大数据资源是现代人工

智能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WAIC数据智

能论坛上， 微众银行首席人工智能官杨

强教授指出，虽然AI的力量来自大数据，

但法律、金融、医疗等大部分应用场景实

际中经常面对的是散落的小数据， 需要

一种能够有效地将数据孤岛聚合起来的

解决方案。 加之国内外的数据监管法律

趋严， 相关法规法案变得通用化、 细分

化，个人数据隐私也成为社会热议话题，

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保护的要求使得获

取数据成为障碍。可以说，人工智能在数

据面临着技术、法律、舆论等层面的多重

挑战。

在此背景下， 微众银行提出了技术

优势明显的“联邦学习”。 杨强解释说，

“联邦学习”是有多方共同参与，在保护

数据隐私条件下的协同学习。 作为AI研

究领域的新兴方向， 它聚焦人工智能落

地应用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依靠数据隐

私保护、模型参数保护、建模能力效果更

好等诸多优势，拔除AI蓬勃发展中的“暗

礁”险阻。 如何通俗理解“联邦学习”？ 以

羊吃草为例，假设机器学习模型是羊，数

据是草， 将草从各地集中到一起喂羊并

不合规，“联邦学习”提供了新思路：机器

学习模型以分布式的方式构建， 而不需

要数据在本地区域之外移动， 即让羊群

在各地移动，而草不出本地，人们无法知

道它吃了哪些草， 也就不存在数据泄露

问题，从而确保能够合法获取数据信息。

杨强表示， 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行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的建设

及其与工业互联网、 物联网等科技的融

合应用备受期待，如何融合、应用数据是

人工智能发展中最核心的议题之一。 能

够满足用户隐私保护、数据安全、数据保

密和法规要求的“联邦学习”，将为人工

智能畅通发展开辟一条别开生面的绿色

通道， 为产业发展提速， 为安心生活护

航。

受多地发布消费提振政策影响

六大城市顶级商场客流加速回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昨日，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2019年

度中国新三板挂牌电商公司数据报

告》。 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国内新三板挂牌电子商务公司共51家，

其中零售电商19家、 跨境电商12家、生

活服务电商8家、 产业电商12家。 截至

2020年7月13日，神州优车、跨境翼、万

方网络未公布2019年财报，其余48家新

三板挂牌电商公司2019年营收总额为

1686.64亿元。

报告称， 其中零售电商领域营收

116.82亿元、跨境电商领域营收117.32亿

元、生活服务电商领域营收10.5亿元、产

业电商领域营收1442亿元。营收上，产业

电商营收占新三板挂牌电商公司营收的

85.49%，占比较大。 主要原因是钢银电商

占据较大规模，2019年钢银电商基于平

台交易的供应链服务业务市场渗透率稳

步提升，业务规模快速扩大，导致公司营

业收入、营业成本均出现了大幅上升。

据网经社“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

示，2019年62家电商上市公司营收超2.29

万亿元；2019年泛电商“独角兽” 共141

家，总估值达6746.24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

约为

46975.42

亿）

；2019年泛电商“千里

马”共196家，总估值达4896.93亿元，平均

估值24.98亿元。

净利润上，2019年48家新三板挂牌

电商公司净利润总额为0.35亿元，其中，

零售电商领域净利润-4.37亿元、跨境电

商领域净利润1.57亿元、 生活服务电商

领域净利润-0.24亿元、产业电商领域净

利润3.39亿元。 产业电商领衔其他领域，

保持良好的净利润水平； 其次是跨境电

商领域，也保持正向的利润水平。

总资产上，2019年48家新三板挂牌

电商公司总资产280.51亿元，其中，零售

电商领域总资产96.97亿元、 跨境电商领

域总资产45.42亿元、生活服务电商领域

总资产10.42亿元、 产业电商领域总资产

127.7亿元。 产业电商和零售电商领域占

比较大，生活服务电商占比较小。在具体

企业的分布上， 钢银电商和壹玖壹玖资

产总额168.29亿元， 占资产总额的近六

成。

净资产上，“电数宝”监测数据显示，

2019年48家新三板挂牌电商公司净资产

78.79亿元，其中，零售电商29.77亿元、跨

境电商7.58亿元、 生活服务电商5.53亿

元、产业电商35.91亿元。

48家新三板挂牌电商去年营收超1686亿

微众银行倡建大数据合作生态

云闪付APP上线

“菜篮子”惠民专区

腾讯微保“全民保障节”

累计1.48亿用户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