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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试点数字人民币红包 解锁多样消费场景
线上线下联动试点

2月6日晚，北京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活

动刷屏。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以下简

称“北京市金融监管局”）称，此次活动面向

在京个人消费者发放5万个数字人民币红

包，每个数字人民币红包金额为200元，5万

个红包将通过“摇号抽签”的方式一次性发

放，每位成功预约登记的用户只有一次抽签

机会，预约报名通道自2021年2月7日0时正

式开启。

从红包消费场景看，此次活动支持数字

人民币红包在冰雪运动和冬奥食、住、行、

游、购、娱等全场景进行线上线下消费。其中，

线上场景可通过京东商城活动专区无门槛消

费，主要通过推送子钱包至京东、京喜App操

作。在这一过程中，线上支付由数字人民币子

钱包提供服务，由数字人民币App向京东、京

喜推送子钱包，即推即用。同时，用户也可以

在数字人民币App实时调整子钱包的付款限

额或关闭子钱包，从而加强对子钱包的安全

管理。

此外，线下场景中覆盖了王府井商圈的

商场、酒店、餐饮等，如北京apm、北京市百货

大楼、东方新天地、工美大厦等商场中多家指

定商家均可使用，北京丽晶酒店、东方君悦大

酒店、璞■酒店、北京王府井希尔顿酒店等，

也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消费。这一过程

中，付款方式采取的是与第三方支付类似的

“扫描二维码付款”。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北京市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到，北京市将推进数字货币试点应

用。“数字王府井冰雪购物节”数字人民币试

点活动正是一个缩影，北京市商业企业已在

不断尝试接入数字货币的试验与应用。北京

商报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不久后，在方庄购

物中心、金唐购物中心、花乡奥莱村等商业项

目中，消费者将可使用数字货币进行支付，通

过打开“人民币数字钱包”在商户的终端设备

进行交易。

严格面向“在京过年”人群

相关资料显示，数字人民币除了形态是

数字化的，与平时使用的纸币是一样的，属于

国家主权货币。除了支付外，还有结算、计价、

储备等货币功能。央行数字人民币的发行采

用的是双层运营体系，由人民银行先把数字

人民币兑换给银行或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

些机构兑换给公众。

不过，北京商报记者从相关工作人员

处了解到，此次北京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

并未向中签者开放“双离线支付”体验；此

外，从预约必须条件来看，此次数字人民币

红包试点也是对“在京过年”人群发放的一

波福利，整个预约过程严格面向“在京过

年”人群。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2月7日0时，

有在京工作多年或身在外地的京籍报名

者，因GPS定位不在北京，无法参与此次试

点活动。

针对此次试点，北京市金融监管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数字王府井 冰雪购物节”活动

是数字人民币研发过程中的一次常规性测

试，也是北京为促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

设、拉动内需、鼓励“就地过年”开展的创新

实践。

在金融科技专家苏筱芮看来，此次北京

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活动举办恰逢其时，一

方面，此前数字人民币红包已有其他城市的

试点经验作为良好铺垫；另一方面，结合“就

地过年”推出活动，既能够顺应时势，也能够

为消费拉动内需带来良好助力，对于数字人

民币团队、线下及线上商户、“就地过年”人群

而言是一种多方共赢。

“北京此次展开数字人民币试点活动的

指向性非常明确，即基本服务于冬奥会消费

场景，为营造科技冬奥提供数字人民币消费

体验；同时，考虑到‘就地过年’指导性意见，

增加数字人民币的红包发放，有利于提升在

京外地人的消费动力和获得感。”在上海对外

经贸大学人工智能与变革管理研究院区块链

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刘峰看来，本次数

字人民币红包试点和其他地区不同之处，主

要在于服务“就地过年”和“科技冬奥会”两大

目标。

释放消费红利

丰富消费券的使用渠道，使得应用场景

间进行联动，充分释放数字货币的服务效能，

将达到多点带面的实际效果。有业内人士指

出，数字货币的试验、应用也将进一步释放消

费需求，促进线上线下各类零售产业实体获

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同时，数字货币会增强

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进一步推进形成国

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数字货币的应用将间接发挥促消费作

用。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大智分析

认为，数字货币将使消费体验更加安全。消费

中普遍存在消费者信息泄露的问题，商家、银

行、支付机构、电商平台等都是消费中可能产

生信息泄露的环节。泄露的信息则可能被用

于商业推广或非法用途，而央行数字货币的

可匿名性、可信性等特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

这种信息泄露。

此外，北京商报记者从一份中国建设银

行北京丰台支行的《丰台区政府数字人民币服

务合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看到，除了

商圈试点的数字人民币推行之外，汽车博物馆

试点、员工食堂、考勤管理、员工代发工资试点

等等场景都可能进一步使用数字人民币。

助推线下场景升级

从苏州、深圳等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发

放，到数字货币在冬奥会先行先试，数字货币

落地也在推动线下场景升级、转型。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继王府井发放数

字人民币消费券之后，丰台区也将通过抽签

方式将一定金额的资金以数字人民币红包的

形式发放至消费者数字人民币钱包，且在一

定期限范围内在丰台区指定商户进行线下消

费。据悉，试点商场可以设定流行、时尚、商圈

元素为主题，设计各种样式的牛年主题钱包。

商业企业通过会员促销的方式，吸引年轻时

尚、低资产高收入、高净值客群进一步促进消

费提质升级。

数字货币在商圈的推行，将助力商业项

目加速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北京商报记者在

走访大郊亭商圈时发现，朝阳合生汇已经实

现在商圈范围内的自动积分。消费者在该商

场每进行一笔消费，相应的消费积分会自动

累积到该消费者的会员账户中，后续的积分

换礼、停车券兑换等都可以在手机上解决。此

前，消费者购物之后，需带购物收据去服务台

进行录入或手动拍照上传积分。

在场景升级方面，北京市商务局党组书

记、局长闫立刚表示，北京市商业企业要利

用消费市场为科技创新提供需求空间和应

用场景。商业企业要深挖市场需求，倡导智

能消费，以需求牵引供给，助力北京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市场价值转化。

北京市将支持数字商业街区建设，帮助传

统商场数字化转型，增强实体商业和数字商

业融合。

从试点到扩围

数字人民币试点正火热推进中，据北京

商报记者统计，截至目前，包括北京、深圳、苏

州三个试点城市，已合计开展六轮数字人民

币红包活动，总计发放55万个红包，总金额为

1.1亿元人民币。

目前，数字人民币测试已进入常态化。

自2020年以来，数字人民币试点多点开花，

除了在这三地大规模试点外，也在成都、上

海等地进行了小范围测试。在应用场景上，

主要聚焦在日常交易、生活便利、零售等高

频小额场景，另在支付体验上，也不断升级

进阶至双离线支付、可穿戴设备支付等新兴

支付方式。

“各地数字人民币测试较为一致，几乎均

为‘政府出资+合作方（互联网公司）渠道预约

+数字人民币App领取红包+国有大型商业

银行开户+线上或线下商户消费’的形式。测

试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合作方方面。例如，深圳

市政府的合作方包括平安、微信，北京市政府

的合作方包括京东。不过，虽然合作方有所不

同，但主要是大型互联网公司。这一现象体现

出数字人民币生态的开放和地方政府对互联

网公司的信任。”国盛证券区块链研究院宋嘉

吉团队评价道。

后续，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数字人民币试

点将在更多地区扩围，并在更多新场景接入、

新技术上取得突破。

正如刘峰指出，从试点情况来看，后续

数字人民币试点将逐渐从一线城市落地

到更多的城市中，方向主要是两个：一是围

绕本城市的特点和优势来进行试点，另

外则是围绕全场景和新功能做更全面的

测试。

北京商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后

续，数字人民币线上消费将接入更多新场景，

有望取得更多领域的突破。目前，在数字人民

币App中，工、农、中、建、交、邮储6家运营机

构均对接了多个线上场景，除了京东商城、京

喜App、京东金融外，还包括bilibili、滴滴出

行、善融商务等。

在苏筱芮看来，数字人民币正在渐进式

重构支付体系，后续试点有望加速。产生的影

响既体现在商户端，例如终端设备铺设、收银

方式等；也有用户端体验的影响，例如“碰一

碰”、“子钱包推送”、可穿戴设备等，后续建议

数字人民币团队在优化技术的同时，不断丰

富数字人民币App的功能与场景，以实现更

多用户的留存。

对于参与机构，苏筱芮建议，机构可积极

争取与央行数研所开展合作，充分发挥自身

的科技与场景优势，为数字人民币的普及保

驾护航。

北京商报记者岳品瑜王维祎刘卓澜刘四红

中央厨房：
加码智能化精准供应

《规定》中除了对具体的业态和用餐场景

给出了明确的规定外，还针对集体用餐配送

单位和中央厨房的各个环节给出了相应规

定，从商户端和消费者端向上延伸至餐饮供

应链和产业链。《规定》提出，集体用餐配送

单位和中央厨房应当加强对食材集中采购、

科学储存和餐品生产、配送的标准化、精细

化管理。鼓励采取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

提升餐品质量和保鲜水平，严控食材损耗，

预防源头污染。此外，鼓励集体用餐配送单

位提供分餐服务，协助用餐单位开展就餐场

所制止餐饮浪费宣传和引导活动；对用餐单

位提供用餐人数信息不准确或者过量要求

备餐造成浪费的，可以收取处理厨余垃圾的

相应费用。

为此，北京商报记者也联系到对供应

链及央厨依赖性较高的海底捞相关负责人。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海底捞旗下门店菜品由

公司供应链统一全程冷链配送，其中根茎

类（土豆、莲菜、山药等）和叶菜类（菠菜、包

心生菜等）净菜配送，由中央工厂集中加工，

减少了餐厨垃圾的产生。在此基础上，目前

海底捞已经实现央厨出品直接上桌，去掉

中间门店加工环节。已实现近60种顾客高

频次选择的菜品采取直配到部分门店，将

不断优化研发，提高央厨直配覆盖率。同

时配备智能化监控系统，可实时查看库存

情况和菜品新鲜度。且与云平台对接，实时

进行数据上传和分析，实时监控设备状态并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辅助门店高效运营。此

外，通过企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海底捞

获得的数据样本也更加丰富，可以借助大

数据分析，促进门店要货计划更精准，减少

浪费。

对此，一位连锁快餐品牌负责人在接

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针对中央厨

房的相关规定其实主要也是针对连锁餐饮

企业的，从供应端减少损耗是连锁餐饮企

业一直在努力的方向，节省成本、提升效率

才能进一步带动企业良性发展。所以从餐

饮产业链的节约实际上就是餐饮产业链条

的升级。

网络订餐平台：
第三方应发挥双向引导作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规定》对网络餐饮

服务平台也提出了相应要求。网络餐饮服务

平台、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

提示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在餐品浏览页面

标注餐品份量、规格、建议用餐人数等信息，

推广小规格餐品、可选套餐。外卖配送应当使

用符合标准的餐盒、餐袋和保温清洁的配送

容器。鼓励网络餐饮服务平台利用信息技术

分析餐饮消费需求，为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

开发改进餐品、按需备餐、制止和减少浪费等

提供信息技术服务。

此规定意在明确第三方网络订餐平台的

双向引导作用，不仅要引导消费者适度、适量

点餐，还要引导商户对产品进行更加精细的

细分，并且利用自身的技术及流量优势将制

止餐饮外卖浪费持续推进下去。

饿了么食品安全总监苗虹表示，饿了么

自2019年下半年开始倡导商户推出小份菜、

半份菜，并制定了小份菜标准，推出各种小份

菜的专场线上优惠活动，引导更多商户推出

更多的小份菜。另外，避免餐饮浪费，消费者

教育及宣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平台

可利用视频直播、知识答题等方式开展科普

宣传，提升消费者节约意识。

苗虹进一步表示，中式菜肴烹调方式繁

多，菜品量各地差异较大，从人群膳食营养摄

入的角度制定并规范餐饮菜肴的份量对于餐

饮从业人员烹调餐品具有指导作用。所以，平

台正在联合北京烹饪协会、北京商报制定小

份菜制作操作标准，平台也正在联合中国营

养学会开展中式菜肴份量标准的研究工作。

行业趋势：
产业链精细化升级

从先前的践行“光盘行动”到如今《规定》

立法工作的开启，不仅需要各个企业和相关

单位共同落实，从企业端来看，更意味着餐饮

行业在管理机制和产业链精细化方面需要再

升级。在业内人士看来，从上述餐饮企业的举

措可见，企业端已经开始有所准备，不过相较

于其他大众类餐饮业态，自助餐模式的特殊

性也要求其需要根据品牌定位和自身运营的

情况，建立一套符合品牌定位和有效的制度，

从而来确保该业态的有序发展。

而对于大型连锁餐饮企业来说，健全食

材采购、储存管理、加工制作等各环节管理制

度成为持续发展的必修课，《规定》也对这方

面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如今，不少大型连锁企

业自建中央厨房，优化其供应链。实际上，需

求的不断增加，意味着上游供应链需要快速

扩增，而以中央厨房为核心的餐食加工与高

效供应成为餐饮业发展的新趋势。

除此之外，制止餐饮浪费更需要外卖平

台等本地生活服务平台、行业协会以及相关

单位部门等协同落实。和君咨询合伙人、连锁

经营负责人文志宏表示，《规定》后续的有序

实施需要相关部门共同落实。

在北京工商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看

来，无论是疫情后在餐饮消费方面出现的变

化，还是公筷使用、分餐制以及即将出台的《规

定》，均是促进了消费的升级进而带来了一定

的积极作用。上述这种积极影响有利于餐饮业

由数量向质量的持续发展，更是促进餐饮的转

型和升级。

制止餐饮浪费 餐企准备就绪

商经

（上接1版）

北京市民千呼万唤的数字人民

币红包试点终于推出，2月6日晚，

北京市正式官宣启动数字人民币

红包试点活动，“数字王府井 冰雪

购物节”的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预

约报名通道也在2月7日正式启动，

活动将向中签人员发放5万份数字

人民币红包。

数字货币发行后， 场景延伸至

消费端。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商

业企业已经将数字人民币发放一

事率先提上议程， 诸多商场购物中

心开始发放红包、 积分累积等。数

字货币的试验、 应用也将进一步释

放消费需求， 促进线上线下各类零

售产业实体获得数字经济发展红

利。 未来， 数字人民币也将从试点

走向更多应用场景， 在新技术上取

得突破。

“数字王府井 冰雪购物节”

线上场景

●可通过京东商城活动专区无
门槛消费

●主要通过推送子钱包至京东、
京喜App操作

线下场景

●覆盖了王府井商圈的商场、酒店、餐饮等
●北京apm、北京市百货大楼、东方新天地、工

美大厦等商场中多家指定商家
●北京丽晶酒店、东方君悦大酒店、璞瑄酒店、

北京王府井希尔顿酒店等

支持数字人民币红包在冰雪运
动和冬奥食、住、行、游、购、娱等全
场景进行线上线下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