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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登堂入室
监管模式顺势优化
A

观念迭代：
“买买买”
不再欲说还休

记者 张哲

特辑
之

倒逼观念重构

双十一的崛起，也让不同身份
的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发生观念的转
变。
作为传统美德的勤俭节约对年
轻一代不再具有曾经的说服力，消
费主义成了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必
然盛行的价值观。
而监管部门对新事物、新情况
也在调整管理理念、
策略和方法，从
理论到实际角度探索如何做得更
好、更规范。

很多年后的小学课本上，如果还有那一句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后边大概还要再加上一句，
“在双十一出现之前”
。
每年这个时候，各路“剁手党”原形毕露。即使是平时甚少购物的人，面对满屏幕的诱惑，也往往忍不住开始疯狂买买买，将那股很可能是积蓄了一整
年的购买欲望毫不客气地倾泻出来。
如果说双十一集中体现了这个国家的人们在消费观念上的改变，大概也不为过。它的盛行，标志着消费主义开始占据社会主流地位；而曾经作为一种
从官方到民间都普遍认同的价值观的勤俭节约，似乎已经成了明日黄花。

一个人的七个双十一
马家慧（化名）自认为不是一个爱凑热闹的
人，
尤其是在购物这件事上。
2006 年，她刚来杭州。11 月中旬银泰店庆，同
学提前告诉她，邀她那天一起去。
“ 她们只告诉我
折扣幅度多么大，
没告诉我人会有多么多。”
亲临现场、目睹盛况的马家慧被吓傻了。她
告诉自己，再也不要去赶这种购物的热闹。
尽管如此，
但打开马家慧的双十一账单，
会发现
她是那批吃第一口螃蟹的人之一。早在2009年，
她就
在双十一当天参加了淘宝商城的购物。只不过，
那次
买的是一个电源适配器——而且，
几乎是原价买的，
150元。
“当时电脑刚好要换一个电源，
我就急着去网
购了，
也没注意活动优惠。
”
马家慧有点不好意思。
之后几年的双十一，
马家慧都参与其中。背包、
裙子、
减肥营养补充品……每次都会买一点，
但都不
会太多，
浅尝辄止。
“我还是想做一个理性的购买者。
”
她开始注意折扣，去买那些优惠幅度大的商

品。她甚至还会留心比价——在活动开始前的一
段时间，提前注意目标商品的价格，以避免传说中
那种“先提价再优惠”的陷阱。从 2010 年到 2012
年，三年的双十一里，马家慧总共消费了 2100 多
元，
享受了 600 多元的优惠。
2013 年 是 个 分 水 岭 。 那 一 年 ，马 家 慧 结 婚
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婚后的支出并非等于婚
前男方和女方支出加起来那么简单——通常要比
这个总和高得多。
马家慧也不例外。2013 年，她的双十一账单
比往年要丰富得多：电压力锅、烤箱、扫地机器人、
剃须刀、护肤品、四件套、睡衣、内裤、袜子……还
有温泉套票。她花了 2800 多元，而这些东西按标
出的原价要 5900 多元。
这种势头在接下去的 2014 年和 2015 年进一
步加强。除了往常出现过的衣裤鞋帽类，马家慧
的账单里开始包含一些大件商品，例如给爸妈买

的电视、空调和空气净化器，给丈夫买的游戏设
备；也有一些是改善生活品质的东西，例如德国品
牌的滤水壶和滤芯。
她和丈夫没有要小孩，
却养了宠物狗，
因此双十
一账单里很大一部分是和狗相关的东西：
狗粮、
狗厕
所、
尿垫、
狗绳、
航空箱……
“像狗粮这种东西，
既然双
十一便宜，
干脆一买就买一年的量，
屯着也好。
”
也有不少是汽车用品，像行车记录仪、坐垫、
除味剂等。
“ 这些属于可有可无的，我和老公都有
拖延症，平时经常忘记买，只有到了双十一才会想
起，
于是一次性买齐。
”
2014 年，马家慧在双十一消费 6400 多元，买了
原价 13900 多元的东西。2015 年，她消费 7500 多
元，买了原价 20600 多元的东西。
“ 这可能不算很
多，我算是比较理性的购买者。”马家慧再次强调
了她对自己的定位，忽然又大笑着补充说，
“ 不过
我老公的账单里也还有一大堆东西。”

消费主义文化从边缘行至主流
自认为十分理性的马家慧很少去和朋友、同事
交流自己在双十一花了多少钱，
或者年终在朋友圈
晒一年的支付宝账单，
她觉得那是一种攀比。
“双十
一刺激了大家的购物欲望，但购物这件事从本质上
来说，你需要什么就去买什么，仅此而已，没什么好
攀比的。
”
马家慧认为，在朋友圈晒账单很无聊，是暴发
户式的行为。
“可能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面，
以前
穷怕了，需要这样来炫耀自己如今的财富。”
马家慧的观点或许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心理，
却
显然不是大多数人的。在文化评论人、专栏作家沈
河西看来，双十一背后蕴藏的社会价值观的嬗变，
可能要更复杂一些。
沈河西认为，
之所以如今的主流消费人群从小
受到的教育是提倡勤俭节约，如今却纷纷践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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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上的生活方式，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曾经长期处在农业为主的社会阶
段，资源比较有限。在这种前现代文明里，提倡节
俭是必然的。
“从这个角度说，把勤俭节约称作为传
统美德，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强调勤俭节约，和当时的
特殊情况有关。
“物质上的丰盛在当时被视作违背
了官方意识形态，
因此官方只可能提倡节俭。”
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勤俭节约作为一种价值
观，其式微以及被消费主义所代替，几乎是必然
的。这里面也有多重原因。
一方面，从国家层面来说是鼓励民众消费的，
因为这有助于拉动经济增长；而过度节俭将造成全
社会的所得、产出和就业减少，特别是在经济不景
气时，消费者节省开支、增加储蓄，
将会破坏消费与

积累的自动平衡机制，
加剧经济衰退。
另一方面，在高度工业化的时代里，人们生活
中的一切其实都是被资本所笼罩和宰治的。沈河
西强调双十一是由企业构建出来的日子，通过把消
费节日化、典礼化，从而让更多人来购买商品。
“商
业资本的力量在今天如此强大，
它可以人为建构出
这样一个节日，或者把原来的节日的意义篡改掉
——11 月 11 日，这原本只是 365 天当中很普通的
一天，却先是被定义成‘光棍节’，
然后被商家利用，
作为吸引单身者消费的噱头；没过几年又被更强大
的资本另起炉灶，变成一个新的节日‘双十一’，通
过铺天盖地的宣传，甚至举办盛大的晚会，来植入
到社会大众的心中去。
”
在沈河西看来，年轻一代已经抛弃了他们上
上辈人所遵从的节俭的生活伦理。从大众心理

的角度来说，消费已经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占
据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
“ 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街
上 熙 熙 攘 攘 的 人 群 中 走 两 步 ，可 能 就 泯 然 众 人
了，那他要如何安放自己的生活？只有通过消费
来彰显自己存在的意义。消费，成为衡量一个人
价值的标尺。”
所以，如果抛开那种清教徒式的道德观念再去
审视，勤俭节约和消费主义这两套价值观之间并没
有绝对的高下之分，
无非是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产
物。尤其是当社会的物质不再明显匮乏时，
勤俭节
约那套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反而有可能拖累经济
发展；而消费主义从宏观层面有助于经济发展，从
个体层面则鼓励人们正视自己的欲望，符合人性需
求，
因此逐渐成为主流。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所要经历的必然。

监管层：既能管得住，也能放得开

记者 阮妍妍 实习生 夏玉洁 通讯员 俞祁峰 李晗
如果要问走完整个下沙跨贸园区的仓库要多长时间，陈仿和秦途捷的答案会惊人的一致：
“至少一天时间吧。
”
他们分别来自两家单位，一家是杭州检验检疫局，一家是杭州海关，但因为跨境电商，因为
“关检合作”
，
两人在综试区下沙园区的办公室仅一板墙之隔。
现在，随着双十一的临近，
陈仿和秦途捷的工作状态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有一点紧张，
更有几分的兴奋和期待”
。
经过多年的发展，双十一已经不单纯是天猫的活动，而是一场全民消费的盛宴，备受关注和期待。而跨境电商作为电商领域的“新军”，历经 2 年多，也引起了全球范围内各大品牌商的关注和投入，今年的双
十一，势必会成为它们力图通过跨境来完成中国市场试水甚至是
“重兵进驻”的“主战场”。
“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跨境电商这个新生事物出现以后，电商和监管部门一直不断地在发生着变化。究竟如何做得更好，
更规范，
我们仍需要从理论到实际的探索。
”陈仿说。

陈仿的第三个双十一
即将到来的双十一，是陈仿的第三个冲锋
到一线的双十一，也是杭州跨境综试区的第三
个双十一。
“跨境电子商务经历 2014 年、2015 年后，整
体产业已经从拼价格开始逐步转向为拼服务、
拼信誉、拼质量，整体跨境电子商务的源头质量
和过程管控将进一步透明化、程序化，这对广大
爱海淘的消费者来说是利好。”
陈仿是杭州检验检疫局开发区办电商科科
长，从事检验检疫工作已经 10 多年了。而这两
三年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他的生活也随之发
生了一些变化。
“从 11 月 11 日至 18 日这疯狂的 8
天里，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园区将实行通宵运作，
我们检验检疫系统也以三班倒的形式 24 小时轮
班值守，保证货物全天候随到随走。”
去年双十一期间（截至 2015 年 11 月 23 日），
下沙跨贸园区共计出货 403.2 万邮包，其中保税
370.8 万单，直邮 32.4 万单，共计金额 5.3 亿元人
民币；今年，根据各大电商的双十一预售数据，
下沙园区在 11 号之前将完成备货数量近 600 万
件，
总体单量和去年持平。
出单量虽然和去年相差不大，但因为今年
跨境电商税改（下称“四八新政”
）出台，监管部
门不仅要按照以往对重点、对进口负面清单产
品加强检测和监管，最大限度保障国内消费者
安全，还要同时针对“四八新政”后相关的质量
控制调整措施进行专项性监控。
“和传统行业相比，跨境电商是个新生事
物，它与一般贸易相比需要一个逐步被认知的
过程，需要不断地从理论到实践上进行探索。”

陈仿举例称，一款韩国洗发水曾经在网络上卖
得很火，但是当火爆到某个峰值时，商家可能就
会转而去推下一个爆款。
“因为一旦某个商品太
过火爆，就可能会造成同款商品多，利润变少。
毕竟网络竞争太激烈，需要不断推新，不断有爆
款出现。
”
网络化带来了商家经营理念的变化，消费
观念的变化，甚至创业就业的变化，而作为监管
方必须要随着这种变化而有所变化。
“包括从各
项配套体系不断地建设完善，如何通过我们规
范化运作，可以做到既能管得住也能放得开，让
消费者买得放心，从业者觉得安心，创业者也可
以挖掘新资源。
”

善用新技术，
更新监管方式
今年 10 月底，
杭州海关在下沙园区首次使用
PDA 移动端，作用是进行日常盘库、包裹出库查
询、
对商品信息进行追溯等，
可以完成一整套查验
流程，
设备直接联网，
保证数据及时查询、
共享。
“使用这一设备后，不仅工作效率得到提
升，监管威慑力也有所增加。”秦途捷是去年 12
月进入下沙园区的，今年是他第一次以海关关
员身份零距离亲历双十一。
“ 有一丝紧张，但更
多的是期待和兴奋。
”
进入 10 月，综试区下沙园区的商家们都开
始陆续加量备货，充实库存，现场关员明显感觉
到量的急剧增长，日均验放量接近翻了 3 番。为
了保障企业备货及时入库，秦途捷和他的同事
们不仅加强安全监管，排查园区消防安全，增设
仓库巡查班次，还通过企业微信群做出安全预
警，提醒园区企业规范申报、加强人员和车辆管
理并及时反馈突发情况，协同作战。

而新科技产品和技术的应用，也是今年的
一大亮点：除了 PDA 移动端，海关工作人员还不
断对园区仓库进行视频监控，通过滚动播放加
人员日常监控的形式，对相关企业的作业秩序、
仓储安全性、车辆情况等等进行监控。
“ 今年的
新变化是，这些视频的画面质量更高，还新增了
360 度摄像头。
”
秦途捷说。

优化流程，缩短通关时间
“货，我们有；人，我们有。双十一放马过来
吧！
”
“双十一来了！跨境战役，
火力全开！”
……
在下沙园区内，随处可见这样的大标语，可
见随着双十一的深入人心，从电商企业到物流
仓储公司都高度重视这个全民消费日，而监管
部门无疑要顺应这种潮流，不断地优化和创新
工作流程。
在杭州跨境电商综试验区设立一周年之
际，杭州海关曾总结道，为提高跨境进口商品通
关速度，杭州海关自主研发了跨境电子商务通
关管理系统，将跨境电商数据接入海关监管系
统。也就是说，消费者只要在跨境平台下单，订
单信息会第一时间同步到海关监管系统，自动
计算所需税费。
这样一来，企业可节省约 60%的通关时间。
以一瓶来自日本的无硅洗发水为例，先空运到
杭州机场，再转入下沙园区，一天内完成现场理
货上架，同时自动采集数据上传到海关。买家
通过网络平台下单，海关即时接到申报数据后，
立即进行审核。
“ 从接受申报到放行，海关的整
个作业过程不超过 10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