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位戍边烈士
遗属优待抚恤细节公布

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等 4 位戍边烈士牺牲后，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为 4位烈士在甘肃兰州市烈士陵园、河南漯河市烈士
陵园、延津县烈士陵园、福建屏南烈士陵园举行庄严肃穆的安葬仪
式。 4 位烈士的烈士褒扬金、一次性抚恤金已全部按标准迅速发放
到位，符合领取定期抚恤金的烈士遗属也开始享受待遇。

点评：从当月评定烈士到隆重迎回安葬，从褒扬金和抚恤金全
部发放到解决家中实际困难，各项保障措施有力推进。 照顾好烈士
的家人，是国之责任。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国家不会亏待，
人民不会忘记。

网友热议：
@ 可惜迣鎅不及你好：这样的事实应该写到教科书中，孩子们

除了了解以前的英雄事迹，也应该知道现在的英雄是怎样用血肉之
躯保护我们的祖国的。这份安宁背后，是无数人的坚守。这样他们才
更懂得珍惜。

@ 行走四方的马：一定不能亏待，钱是一方面，更多的是长期
的关怀和帮助！ （本报记者 马珺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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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消费新趋势
■ 本报记者 马成涛

为配合疫情防控需要，今年很多人响应号召选择就地过年。 点外卖、
看电影、本地游、云逛街……就地过年催生新的消费需求，带来一些消费
新趋势。

电商平台迎“强监管时代”
近日 ,《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

南》（下文简称《指南》）印发并实施。 针对社
会各方面反映较多的 “二选一”“大数据杀
熟”等问题,《指南》作出规定，预防和制止平
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促
进平台经济规范有序创新健康发展，维护消
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随着电商竞争的激烈，电商平台“二选
一”、强迫站队等现象时常被曝出，互联网平
台垄断行为越发凸显，从电商向餐饮外卖领

域、在线出行领域快速蔓延，部分电商巨头
甚至将其视为“正常的商业行为”，却引起众
多商家的不满。 去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公开披露对部分电商开展反垄断调查，多
家电商平台因“不正常竞争”或“垄断”行为
被立案处罚。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指南》以《反垄断
法》为依据，共六章 24 条，包括总则、垄断协
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滥用行
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和附则等内容。 考虑到

平台经济的复杂性，《指南》强调，界定平台经
济领域相关市场需要遵循《反垄断法》所确定
的一般原则， 同时考虑平台经济特点进行个
案分析。 同时，结合平台经济特点，《指南》明
确了垄断协议的形式， 对其他协同行为作出
具体规定， 对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达成横向
和纵向垄断协议、 轴幅协议以及认定平台经
济领域协同行为的具体方式、 执法考量因素
等作出说明，并细化了宽大制度规定。

业内人士表示，“大数据杀熟”“二选一”

既是行业垄断也是恶性竞争。随着《指南》的
下发，相关法律的完善，监管到位，将为企业
自由选择提供一个公平的选择机会，同时提
供一个可以让企业维护自己自由竞争权益
的制度。另外，《指南》让相关部门有法可依，
中国工商等执法部门就可以根据指南对辖
区内企业进行执法，打击垄断性企业“二选
一”的行为，增加供应链企业的自由市场竞
争。随着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我国在“互联
网反垄断”上日趋完善，将为实务提供更多
的指引，同时预示未来的反垄断法执法也将
更为严厉。

（本报记者 何明 整理）

2021中央一号文件发布
2 月 21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即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这是 21 世纪
以来第 18 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指出，民族要复
兴，乡村必振兴。 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
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
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
美好的生活。

点评：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
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要贯彻落实“一号文件”精神，开拓进取，真
抓实干，努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

网友热议：
@ 影视剧正太：让人民更有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
@ 治愈日落：农民也不能落下！ 一起富，做得好！

“智医助理”让医疗服务更智慧 董一帆 ／绘

“5G式过年”，
“云上”嗨起来

疫情之下， 以 5G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让这个春节变得更有“科技范”。 “5G 式过
年”，让人们通过手机屏幕，就能实现“云端式聚
会”。人们纷纷把传统的春节团聚和拜年方式搬
到“云端”，“云团聚”“云拜年”成为今年很多人
过年的新方式。“通过视频连线，给父母拜年，同
样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老家在外地的合肥上
班族孟女士表示，就地过年，虽然相隔千里，但
是挡不住浓浓的亲情。

足不出户在 “云端 ”逛展旅游 ，开辟文旅
发展新路径。 假日期间， 我省积极组织开展
“文化进万家·云上过大年 ” “视频直播家乡
年”“云游安徽”、送“文化年货”等形式多样的
线上文旅活动，为城乡群众备足备好“文化宴
席”。 为让更多群众参与并享受“文化大餐 ”，
省文化和旅游厅依托安徽文化云，开设“云上
阅读 ”“云上有艺 ”“云上展览 ”“云上非遗 ”等
活动专栏， 集中展示全省各地春节期间优质
线上群众文化活动。 安徽博物院举办网络直
播等丰富多彩的线上活动， 让群众足不出户
就能欣赏到精彩的展览，新推出的“新安江上
桃花红———明清时期徽州女性文物展 ”和
“‘牛 ’转乾坤———辛丑 （牛年 ）新春生肖文物
图片联展”，还被制作成网上全景展览 。 省图
书馆特别准备了 40 多场精彩的读者活动 ，众
多线上活动更是让读者足不出户就可感受线
上竞赛、云上阅读的乐趣，让广大读者在春节
期间享受丰富的“精神大餐”。

云端充电补课，成了很多人的选择。寒假期
间，在线教育迎来培训“旺季”。 1 月以来，疫情
呈现零星散发和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交织叠加
态势，部分地方暂停校外培训机构的线下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家长将目光投向在线教育。
“寒假期间，由于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了线下教学
活动，我用手机给孩子报了英语、数学等科目的
网课。孩子学习效果可能不如线下培训机构，不
过总比在家里闲着强。 ”亳州市民汪女士表示，
在线教育平台提供了更多选择。

我省通过提供免费流量等线上服务， 为就
地过年“网上冲浪”提供更加实实在在的保障。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积极协调中国电信安
徽公司、中国移动安徽公司、中国联通安徽省分
公司等电信运营商， 向就地过年的外省在皖务
工人员赠送“流量礼包”，保障他们以网络视频
等方式实现春节“云团圆”。

“快递式”年货，
消费“潮”起来

今年春运 ， 受疫情防控等因素影响客流
总量下降较大 ，不过 ，快递物流却 “火 ”了起
来。 相隔千里，年味不缺席。 在这个特殊的春
节 ，很多人通过快递 ，邮寄包裹 ，传递对家人
的爱和牵挂。饺子、腊肉、排骨、年糕……就地
过年的年轻人纷纷在朋友圈晒父母寄来的年
货，分享满满“爱”的味道。 与此同时，就地过

就地就近游，
商机涌起来

今年春节期间， 就地就近游成为很多人的
选择。 就地过年带火了周边游、本地深度游、休
闲自驾游，各地公园、景区、博物馆等场所客流
量明显增长。 游客普遍倾向于短周期、近距离、
慢节奏的周边游，本地深度游、休闲自驾游成主
流。调查显示，我省假日期间省内游客占比达八
成以上，其中市内游占比达五成以上。出行方式
上， 自驾车成返乡探亲或异地短途出游的主要
选择。全省重点监测的 22家景区停车场使用率
达 70.2%，其中近八成属于本省车辆。 城市郊区
度假酒店、民宿等预订火爆。 “本来打算春节期
间到海南游玩。 受疫情影响，选择就近旅游，定
了周边的亲子房。 ”合肥居民马先生表示。

“就地过年”让春节文娱消费市场呈现新特
点、新变化。电影院等休闲娱乐场所客流量增加
明显。 进电影院观影，正在成为一种“新年俗”。
“何以解压，唯有观影！ 春节假期，看了七场电
影。 ”合肥居民董雪梅表示，观影成了新的休闲
方式。 今年“春节档”(2 月 11 日至 17 日)，我省
电影票房 3.43 亿元 ， 占全国电影总票房的
4.4%， 排名全国第 8， 城市影院观影总人次达
695.68 万人次。 合肥市电影票房远超省内其他
地市，在全国城市(不含直辖市)中排名第 12位。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 新零售在春节
期间再度发力，释放了更大消费潜力。 线上线
下融合 ，借助大数据 、云计算等 ，更好地洞悉
消费者的需求。 据商务大数据对重点电商平
台监测，1 月 20 日至 2 月 18 日， 全国网络零
售额 9057.6 亿元； 在线餐饮销售额比去年春
节同期增长 48.5%，其中，外卖增长 56.8%；年
夜饭系列商品销售火爆 ， 销售额比去年春节
同期增长 78.8%。

专家认为 ，春节消费市场火爆 ，说明国内
需求强劲，彰显出我国经济强大的内生动能 。
春节假日消费呈现出新的趋势 ， 为企业带来
新的发展机遇。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
能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消费新模式 、新业态
将不断涌现。 网友纷纷表示，“互联网+春节”
是就地过年最好的打开方式。

就地过年

年人员也纷纷通过快递， 把新年礼物寄回家，
孝敬长辈。

在这种情况下 ，“春节不打烊 ” 成为电商
和物流公司的选择。 2 月 11 日，大年三十，中
国邮政五里墩投递运营部和往常一样忙碌 ，
江苏徐州籍的刘元元响应就地过年的倡议 ，
留在合肥并加入了中国邮政“春节不打烊”小
队，春节期间坚守岗位。 和刘元元一样 ，很多
快递小哥就地过年， 全力保障春节期间防疫
物资和群众生活物资供给畅通。针对今年“人
员少动 ，货物多动 ”的 “新春运 ”，中国邮政在
人员 、 车辆等方面均进行大幅度扩容增量 。
“中国邮政今年过年期间还是一如既往地不
打烊，组织安排快递小哥在春节也坚守岗位，
同时针对防疫需求， 对外地进入的快件划分
高风险 、中风险 、低风险的区域 ，配送时做了
相应的安排 ， 确保快递员及收寄物品的安
全。”中国邮政五里墩投递运营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

不打烊、不休网 、不积压成为今年春节快
递业的主基调。国家邮政局快递大数据平台监
测显示，春节期间（2 月 11 日至 17 日），全国邮
政快递业累计揽收和投递快递包裹 6.6 亿件，
同比增长 260%。今年春节期间，就地过年人群
的寄递需求明显增加，邮政快递业处于高位运
行状态， 全网揽收量约是去年同期的 3 倍，投
递量更达到 3 倍至 4 倍。

受“就地过年”的影响，年轻人纷纷开启“买
买买”模式。线上消费火热，线下零售下沉至“家
门口”，新零售成为消费升级新引擎。 消费品质
化趋势明显， 各类科技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消费
新时尚。“今年过年，买了一款扫地机器人，再也
不用为地面卫生劳神费力了！ ”合肥“90 后”白
领陈先生对记者说。

我省各地通过发放消费券、实行景区免费、
留岗奖励等方式，鼓励“就地过年”。合肥开展为
期 5 天的“过年留合肥 免费游合肥”活动；亳州
市发放了 350 万元消费券； 淮南市发放体育消
费券“新年大礼包”……各地暖心举措不仅带火
了节日消费市场， 也让就地过年的外来务工人
员过上了一个温暖、快乐的春节。

平台发红包
莫把“亮点”变“槽点”

■ 何珂

今年春节，你抢到了多少红包？
春节期间，互联网平台再度斥重金“跑马圈地”。 抖音春晚红包

总互动次数达 703 亿，支付宝参与红包拜年的用户上涨了近 270%，
除夕当天快手用户领取红包总次数达 90.3 亿……互联网平台的红
包大战，对用户来说是过年的项目，虽然可能没有最初有意思，但看
到有羊毛可薅时，依然抢得不亦乐乎。但是，互联网企业拿出真金白
银，可不只是为了博取大家一乐，利用春节发红包“造势”，既吸引了
流量又提升了用户活跃度。 不得不说，互联网给传统节日赋予新的
意义，而传统节日也在科技的加持下焕发出新的活力。

尽管互联网红包的投入金额节节攀升，有用户却表示自己分到
手的红包金额比往年少了。“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分了一块五。”在
参加互联网平台抢红包大战后，有用户在网上吐槽。与此同时，定时
抢红包、不断分享亲友“拉新”等越来越多样化的红包玩法也在消耗
着用户的时间和耐心。

平台发“红包”，可不能成为网友们的“吐槽话题”。首先，互联网
平台“红包营销”本质上是商业行为，应当遵守诚信原则，不能含有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其次，一些平台
的抢红包活动噱头大过实际，游戏规则日益复杂，可能会导致用户
投入的精力过多，受益却很有限，长此以往，难免会透支用户的参与
热情，令抢红包活动的吸引力下降，用户也会用脚投票。 因此，互联
网平台亟待改变营销理念和策略，拿出足够的诚意，进一步细化、优
化抢红包活动规则，以实际的投入和公平的分享，赢得广大用户的
认同与支持。

此外，在声势浩大的流量争夺之后，如何提升后续用户留存度、
进一步拉动业务增长也至关重要。有数据显示，在 2020 年央视春晚
上， 快手的日活数达到了顶峰 2.82 亿， 但春晚效应过去后滑落明
显。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百度身上，国金研究创新中心监测数据
显示，作为 2019 年央视春晚红包互动平台，百度 App 虽然收获破
亿新增用户，但是到了 2019 年 2 月 9 日（大年初五），留存率仅剩
2%。 春节期间家庭团圆聚会的互动场景是平台企业增强用户黏性、
加强品牌推广的重要时刻，值得关注的是，在声势浩大的流量争夺
战之后，如何实现流量转化和变现，推动自身业务量扩展和业绩拉
升，各个平台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