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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黑五”静悄悄

国际
责编汤艺甜 美编李烝 责校杨志强 电话：64101949bbtzbs@163.com

新毒株突袭 全球风声鹤唳

又是一年购物季，但往年美国“黑五”的

经典开场似乎一去不复返了，没有商店门口

的长队，没有尖叫着冲到抢购区的人潮。两年

疫情的冲击，让“黑五”越发安静了。虽然与去

年相比，客流量有所回温，但比起疫情前相差

还是太远，而在供应链危机的影响下，就连线

上的销售额也罕见下滑。这个岁末购物季，美

国消费还会好转起来吗？

线下涨线上降

当地时间11月26日，美国一年一度的“黑

色星期五”购物季拉开帷幕。但疫情余威仍

在，零售业虽然摩拳擦掌，但从数据来看，消

费者的信心看起来还没有恢复。

美国先讯美资解决方案公司（Sensor-

maticSolutions）率先公布了“黑五”当天的初

步销售数据。今年11月26日，与去年同期相比，

零售商店的客流量增长了47.5%，但与2019年

“黑五”相比，客流量仍然下跌了28.3%。

对于一增一降的原因，该公司表示，去年

“黑五”，美国不少人因担忧疫情而居家，零售

商缩短营业时间。

虽然客流量变动明显，但与往年一样的

是，今年“黑五”当天，零售店最繁忙的时段仍

然是出现在下午1时至3时。先讯美资预测，在

美国年末节日季期间，“黑五”依然可能是实

体店铺最繁忙的一天。

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同地区，客流量水平

差别明显，美国南部今年“黑五”零售店客流

量接近恢复至2019年水平，其次是中西部，然

后是西部和东北部。

先讯美资全球零售咨询业务高级主管布

赖恩·菲尔德指出，“黑五”当天，消费者的购

物行为并没有因为一些国家出现新型变异毒

株奥密克戎而受影响，不同州政府和社区针

对疫情的“封禁”措施会影响零售店客流量。

相较于线下零售店的回温，“黑五”当天，

线上销售额却有些爆冷。美国奥多比分析公

司（AdobeAnalytics）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黑五”，美国线上销售额为89亿美元，低于去

年创下的90亿美元纪录。而在感恩节当天，线

上销售额达51亿美元，与去年持平。

此前，eMarketer曾预测，“黑色星期五”

的在线销售额将增长15.8%，达104.2亿美元。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黑五’出现了过

去几年的增长趋势的逆转。购物者在购买礼

物时是有策略的，在这个季节更早地购买，并

对他们的购物时间进行灵活安排以确保他们

获得最佳交易。”AdobeDigital Insights首

席分析师VivekPandya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了线上销售额下滑的原因。

被改变的消费习惯

如VivekPandya所言，在这个购物季，

无论是商家还是消费者，都开始更早地为购

物季做准备。

与此同时，商家也做出了改变，沃尔玛等

大零售企业不再大肆宣传“开门大抢购”活

动，还有些零售商选择在实体店和网店提供

一整个月的优惠活动。商务咨询公司Alix-

Partners常务董事普里斯曼26日表示，“黑

五”整体消费者流量低，大型零售业者很少或

几无举办开门大抢购，“没看到大排长龙，但

还是有人排队”。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杨水清表示，去年的“黑色星期五”，线下零售

基本上是停滞的，所以几乎都得靠线上，相较

之下，今年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所以线下

的数据肯定会比去年好。

“不过，线上的销售反而下降，这与供应

链问题肯定有关系”，杨水清分析称，因为供

应链持续紧张导致线上一些商店可打折的商

品变少。另外，消费者早就看到了供应链紧张

的问题，因此他们的消费其实是提前了，并没

有等到真正的黑色星期五，可能提前一个月

左右就已经开始进入了消费季，而之前的数

据没有被统计在“黑五”当天的数据中。

不少调查机构的数据都印证了这一事

实，根据美国零售联合会（NationalRetail

Federation，NRF）的一项调查，61%的消费

者在感恩节之前就已经开始购买节日礼物。

GlobalData的数据显示，与去年相比，近59%

的美国消费者的购物时间都提早了。

在麦肯锡的调查里，刚到10月初，31%的

受访者就已经完成了至少四分之三的假期购

物。德勤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在“黑色星期五”

之前，消费者就已经花去了80%-85%的节日

礼物预算。

“很明显，和上一季一样，本季的购物者

更早开始行动”，菲尔德说，消费者分散假日

季购物的两个主要原因，分别是对新冠疫情

的持续担忧和对供应链的担忧。

供应链的困扰

的确，供应链问题已经折磨美国消费市

场很久了。即便疫情影响下，零售线上化是大

势所趋，但供应链中断的问题让这一趋势有

些熄火。

《华盛顿邮报》在日前的报道中采访了美

国圣诞老人服装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该公司原

计划于8月到货的货物延误至今没有消息，“有

很多需要的物品仍然装在海上的集装箱里”。

截至11月中旬，美国西海岸两大门户港口

加州洛杉矶港和长滩港的停泊区和等待区排

队船数达到83艘。“这绝对是我们所遇到过的

最大规模的单一供应链中断事件，目前物流的

运作能力只有疫情前的50%-60%。”美国中心

线物流公司首席执行官马特戈登表示。

为了补足货源，不少制造商不得不选择

了另一条路子———空运。公仔玩具制造商泰

尔（Ty）累计在中美间包机150多个航班，飞

跃9700公里运输产品，每架航班的成本在

150万-200万美元。

虽然成本高企，但为了货源，零售商们已

经拼了。Ty不是唯一一家这样干的美国企业，

耐克、阿迪达斯、孩之宝、李维斯、UA等鞋履

服装品牌制造商也选择用空运替代海运，绕

过美国拥堵的港口。

在供应链中断的影响下，供不应求的另

一个表现是涨价，毕马威分析师琳达·埃莱特

称，成本上升影响利润，供应链问题影响商品

供应，为大规模促销活动留下的空间已所剩

无几。

Allianz研究公司高级行业顾问奥雷利

恩·迪托希特给出了大致的数字，据估算，今

年“黑五”期间，消费者预计要为玩具、服装、

家电等多付5%-17%的费用。

“黑五”只是个开始。毕竟需求摆在那里，

仍然有机构看到年末购物季对消费的带动。

据NRF估计，今年美国11月和12月销售额有

望创新纪录，估计比去年增加8.5%-10.5%、

多达8590亿元。

对于年末购物季的消费走势，在杨水清

看来，和目前持平的概率比较大，受到多个因

素的影响，主要包括供应链紧张能否缓解、新

的变异毒株能否得到控制。不过目前看来，市

场对新毒株的反应是很大的，金融市场已经

发出了看跌声。

财经评论员张雪峰表示，美国消费当前

还没有显著恢复，肯定是受疫情和经济环境

等各种因素叠加影响，也和美国面临的供应

链问题有一定关系，美国的供应链危机暂时

没有发现有明显转机的迹象，应该会对年底

购物季造成进一步影响。

北京商报记者汤艺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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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升级

严防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扩散成为全球防

疫新目标。当地时间11月27日下午，英国首相

鲍里斯·约翰逊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宣布更

严格的入境要求。

约翰逊在发布会上宣布，为控制最新变异

毒株的进一步传播，所有人在公共交通和商店

等室内封闭环境中都要强制佩戴口罩。而所有

入境英国的旅客，无论疫苗接种情况如何，均

需进行第二日的核酸检测；所有旅客都必须自

我隔离，直到收到阴性核酸检测结果。

当天，英国报告确诊两例新型变异毒株

感染者，正在努力追踪过去两周来自南非的

9000多人。专家警告，至少在两周内不会知道

该病毒的传染性有多强，并且可能在长达六

周的时间内不知道它对新冠患者住院率和死

亡率的影响。

不只是英国，不少国家近日陆续宣布了

对南非地区的旅行禁令或限制。德国疾控机

构已经将南非归类为“病毒变异地区”，所有

从南非入境德国的人都必须接受14天的强制

隔离，无论他们是否已接种疫苗。此外，俄罗

斯也宣布从本月28日起禁止来自南非等部分

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公民入境。

在欧洲之外，美国政府也增强了旅行限

制，非美国公民在入境前14天若曾到过非洲

南部8个国家，将不能进入美国国境。美国副

总统哈里斯周六对记者表示，美国政府将“一

步一步”地新增旅行限制措施。

同样在上周六，澳大利亚表示，曾去过9

个南部非洲国家的非澳大利亚公民将禁止入

境，并将对从那里返回的澳大利亚公民进行

14天的监督隔离。此外在亚洲，日本、韩国、斯

里兰卡、泰国等也宣布了新的旅行限制。

还有国家的措施更为严格，比如以色列

已表示，将禁止所有外国人进入该国，并重新

引入电话跟踪技术，用于那些病毒携带者，以

遏制病毒传播更广。这是全球第一个为抗击

Omicron病毒而完全关闭边境的国家。

如何应对

“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领域———对一种

新型新冠病毒的担忧日益加剧。”英国广播公

司（BBC）在报道中如此写道。

不少专家形容这一变种病毒“非常可

怕”，可能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凶猛的、他

们所见过最糟糕的变种病毒，突变程度超过

预期。比如新冠病毒感染人体结合位点之一

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通俗来讲，也

就是帮助病毒制造进入人体细胞的一种蛋白

质，新的变异病毒在此有10处变异，德尔塔只

有2处。

南非当地卫生官员披露的数据显示，目

前其国内的短期内新增病例中，已经有九成

都是这一新变种病毒引发的病例。许多专家

表示，该病毒含有大量突变，突变的种类不仅

使其更具传染性，还增加了抗体耐药性，可能

会降低现有新冠疫苗的有效性。

但好在，应对的办法比从前成熟了许多。

曾主导阿斯利康制药公司与牛津大学联合研

发疫苗的英国科学家安德鲁·波拉德说，现有

疫苗应该能够抵御新毒株，但具体情况得等

今后几周获得更多研究数据后才能厘清。在

他看来，新毒株“极不可能”重演德尔塔毒株

迅速传播的情况，且相信针对新毒株的疫苗

可以“非常迅速”地研发出来。

26日，美国疫苗制造商辉瑞和BioNTech

表示，公司已经开始调查Omicron毒株，预计

在两周内可以得到更多实验室的数据，判断

是否需要改进现有疫苗的配方。BioNTech表

示，可以最快在6周内设计改良版疫苗，并在

100天内运送第一批产品。

其他疫苗生产厂商，莫德纳（Moderna）、

强生（Johnson&Johnson）及阿斯利康

（AstraZeneca）都表示正研究新变异株病毒

对自家疫苗的影响。

中国的疫苗公司也有所行动。11月28日，

康希诺生物表示，对奥密克戎变异株高度关

注，目前正在收集和分析变异株相关的信息。

据了解，康希诺生物已经开始针对新突变株

开展的疫苗研发。

科兴公司也表示，对新冠病毒Omicron

变异株相关信息高度关注，已启动通过全球

合作伙伴网络积极收集并获取新变异株相关

信息及样本，将尽快开展评估和研究以了解

Omicron株对现有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影响

及研制变异株疫苗的必要性。

资本市场震荡

“虽然分子基因检测发现，它在受体结合

部位有比较多的变化，但是它有多大的危害

性、传播会有多快、会不会使疾病更加严重，

以及是否需要针对它进行疫苗研发，还要根

据情况来判断，现在下结论为时太早。”中国

工程院院士钟南山27日表示。

但奥密克戎的出现，已然令市场的恐慌

指数再次升高。上周五，美国股市大幅下跌，

创今年2月以来最大跌幅。欧洲方面同样不容

乐观，欧股收盘全线重挫。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

内蒙古银行战略研究部总经理杨海平认为，

根据现有消息，Omicron会引发一系列重新

评估，至少经济复苏的进程会受到影响，服务

业、生产和贸易都会在影响范围之内，对跨国

供应链的打击是致命的。

杨海平进一步指出，即使Omicron的致

死率不高，在一轮一轮不确定冲击之下，欧美

经济体的长期投资也会受到冲击。因此，欧美

经济复苏延缓几成定局。

在货币市场上，人们担心，新冠病毒新的

变种可能会在全球蔓延，减缓全球经济增长，

从而削减了对央行加息的押注。IPG中国首席

经济学家柏文喜也表示，在Omicron冲击、经

济重启进程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会对全球

产业链与供应链运作产生较大的不确定性影

响，进而影响全球的经济恢复进程乃至影响

各国的宏观政策，也极有可能因此而推翻此

前全球央行的加息预期。

目前，分析师已经将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

的时间预测从6月推迟到9月，预计在2022年剩

下的时间里只会再加息一次。英国也与此类

似，市场预计英国央行将在明年2月份而不是

今年12月份收紧货币政策。此外，市场对欧洲

央行将在明年年底前提高存款利率的押注也

被大幅削减，并预计欧洲央行的加息幅度仅为

7个基点，为本周早些时候预测的一半。

不过，也有人觉得不必过度恐慌。全联并

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专家安光勇认为，

Omicron对经济的冲击，还是要看其病毒对

人类的伤害程度。该变种病毒对人类的伤害

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还存在不少不确定性，

因此给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预计会局限在

短期内。

而在杨海平看来，对Omicron的恐慌情

绪，是比Omicron更严重的东西。至少在科学

家评估其危险性结论出台之前，在更有力抗

疫措施见效之前，欧美各国货币当局特别是

美联储，应该采取稳预期的货币政策，防止恐

慌蔓延。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赵天舒

26日，人们在美国纽约梅西百货购物。新华社/图

吓崩全球股市，奥密克戎（Omicron）只用了一天。在之后的几天，这

个最早发现于南非的变异毒株又迅速蔓延。眼下，正值全球多国开始尝

试“与病毒共存”的政策，大幅放宽对接种疫苗者的入境限制。Omicron

的出现，使得这些国家的开放前景增添了一些不确定性。毕竟在德尔塔

的前车之鉴下，没有谁敢掉以轻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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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来自南非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公民入境 英国

所有从南非入境德国的人都必须接受14天的强制隔离 德国

意大利 禁止过去14天在南非、津巴布韦等等个非洲国家逗留过的人员入境

俄罗斯 禁止来自南非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公民入境

对来自南非等等国的公民实施旅行限制 美国

加拿大 禁止过去14天内去过南部非洲国家的外国公民入境

新加坡、马来西亚将禁止近期到访过南非等等国的旅客入境

以色列 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该禁令将持续14天

1000

800

600

400

200

各国限制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