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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族网购比年轻人还猛
伴随“双 11”的火爆，网络购物的话题又一次成为舆论热
点。毫无疑问，
口口声声喊着
“再买就剁手”
却又
“买买买”
不停的
中青年
“剁手族”
向来是参与网购的主力军。但随着中国社会老
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
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体也正悄然通过各种
途径成为互联网消费的新用户。老年人正在用行动证明
“互联
网生活，
我不会被落下！
”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
《新疆晨报》
）

大，
仅淘宝天猫就有近 3000 万
的 中 老 年“ 剁 手 党 ”，其 中 ，
50-59 岁临退休人群是主力
军，占比高达 75%。这部分主
力军大多是 90 后和 80 后的爸
妈，
他们深受子女的影响，
没事
都爱上网店逛逛。阿里发布的
今年前 9 个月，
50 岁以
硬件普及带来观念转变
线下付款、缴费等是最受老年 数据称，
人欢迎的支付宝服务及功能。 上的中老年人网购人均消费近
在 60 岁的杭州市民俞玲
人均购买的商品数达
胡秀介绍，蚂蚁金服另一 5000 元，
芳看来，移动支付已然成为她
项基于近万名 50 岁以上中老 到 44 件，购买力惊人。上海、
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南京、
天津等多个城市都
年人的调研结果表明，九成受 北京、
“移动支付很方便啊！我已经
“网购族”
的聚集地。
访者乐意主动学习新事物，且 是老年
用了好几年了，我身边的朋友
京东对比近 3 年来 56 岁
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以支付
基本上都有智能手机了。
”
俞玲 宝为例，七成左右受访者是通 及以上的用户网购大数据也显
芳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对 过自学掌握使用方法，
老年人网购实力越来越强，
依靠子女 示，
移动支付和互联网消费的态度 和他人指导分别仅占近二成和 消费金额 2016年同比2015年
——主动融入。新疆乌鲁木齐 一成。
“这表明，除了智能手机 增长 79%，2017 年同比 2016
市北京路东风花苑 70 岁的何 的普及、
移动支付技能的掌握， 增长 86%，而且老年用户消费
际勇 3 年前跟外孙学会了网 老年人主观上融入移动互联时 力明显高出平均水平，
2017 年
购，当时光绑定银行卡就折腾 代的意愿同样强烈。
”
胡秀说。 老年人均年消费额是全部用户
了一天，但如今对于手机支付
平均水平的 2.3 倍。在该平台
临退休人群是主力军
和网络购物，
他已轻车熟路。
上，
老年网购消费目前以男性为
知名互联网金融机构蚂
但女性的消费额和用户数增
人们对老年人购物习惯 主，
蚁金服的工作人员胡秀说，
“长 的偏见也在被数据颠覆。近 长速度均超男性。老年人也爱
期以来，老年人在互联网中扮 日，
据统计，
超过三分之
阿里巴巴、
支付宝、
京东、
飞 移动购物，
演着
‘边缘群体’
的角色。但随 猪、虾米音乐等互联网企业均 二的老年用户是通过京东、微
着新技术的不断普及，已经有 发布了相应的老年人移动互联 信、
手机 QQ 等手机端网购。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使用移 网生活大数据，还原了“银发
从网购偏好看，中老年群
动支付”
。支付宝数据显示，
55 族”
体热衷购买3C产品
（计算机、
通
的移动互联网生活场景。
岁以上用户已有上千万。淘宝
信和消费类电子产品）
和家电。
阿里的数据显示，全国中
付款、
转账、
手机充值、
余额宝、 老年“剁手军团”已然十分庞 阿里数据显示，中老年网购品

预计到 2020 年我国老年人口
的 消 费 规 模 将 达 到 3.3 万 亿
元，
2030 年达到 8.6 万亿元。
相较于消费规模的快速
上涨，部分专家认为绝对数量
确实可期，但短期内一些隐性
门槛仍然存在。杭州市民李女
士今年 63 岁，使用智能手机 4
年的她能自如地完成扫码支付
等操作，甚至知道在微信群里
发起 AA 收款。但是对于火爆
老年人网购仍存隐性门槛
的“双 11”网购她还是连连摆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 手。
“ 双十一还是年轻人的活
我们老年人会支付，
但是看
人 口 发 展 规 划（2016-2030 动，
年）》，到 2030 年中国 60 岁及 不懂那么复杂的优惠规则，买
”
以 上 人 口 占 比 将 达 25% 左 贵了又觉得可惜。
右。分析人士指出，2030 年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60 岁以上人口普遍是
“70 后”
， 主任曹磊认为，由于并非成长
现在他们正处于这波技术革新 在移动互联网的环境，对信息
的浪潮中，他们能够掌握不断 掌握程度的差异使得老年群体
变革的新技术，而移动支付等 看似跨过了智能手机、移动支
新技术也因此能得以覆盖更广 付等硬件、
技术门槛后，
实际上
的群体。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 仍然被一些玻璃门阻隔：
“会支
并不等于
“习惯网购”
。
办公室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 付”
牌青睐度排名前十五位中，除
去3家服饰、
运动品牌，
有12家
品牌与电子产品和家电有关。
杭州一超市负责人吴小东表示，
大部分老年人有更多时间和精
力关注线下日用品、食品的打
折促销，因此线上这类商品的
吸引力反而有限，但一些大件
商品如家电等通过互联网购买
能够获得更大的折扣力度。

中风偏瘫别发愁
大多数中风患者会有流口水，
说不清楚话，
胳膊伸不开，
走
路走不利索等现象，
这些都是因为血管内有血栓堵塞所致，
所以
针对血管内的血栓瘀阻，
温经通络用药，
中风患者才有可能好起
来。消栓通络片专治中风（脑血栓），
半身不遂，
肢体麻木。咨询
专线：
400-998-6008 货到付款国药准字 Z20043416 陕药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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