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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买买””的喜与忧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元宵节再掀消费热

■ 本报记者 郑莉

新春迎佳节，十五闹元宵。挂彩灯、吃元宵是人们过元
宵节的传统习俗。 顺着供需两旺的春节消费热潮，今年我
省元宵节市场也红红火火，汤圆、鲜花、灯笼饰品等时令商
品开启了新一轮的“小节”消费热潮。记者近日走访各大商
场、超市发现，商家纷纷瞄准“元宵经济”,打折满减等促销
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在“80 后”“90 后”逐渐成为消费主
角的新时代，牛年元宵节的过法既承袭了传统，又多了新
花样。

2 月 24 日，记者走访了合肥市的一些超市、卖场，各
式各样的灯笼挂满了柜面，年味仍旧不减，元宵和汤圆成
了当仁不让的“主角”。 在蜀山区一家大卖场，货柜里各种
元宵、汤圆琳琅满目，三全、思念、湾仔码头等品牌早已纷
纷登场。 理货员在超市中心位置摆货上架，用大喇叭叫卖
着袋装元宵。记者留意到，商家给汤圆披上了花式“外衣”，
除了传统的黑芝麻、红豆等口味，还有紫薯、榴莲等新口
味。除了速冻袋装汤圆外，黑芝麻、花生口味的糯米皮散称
汤圆也吸引了不少顾客前来选购，还有一些顾客购买了速
冻袋装水饺等。

“以前元宵节多数吃黑芝麻汤圆， 今年多了很多新口
味，比如大黄米汤圆、水果汤圆、荠菜汤圆、鲜肉汤圆等，我
买了几包大黄米汤圆、鲜肉汤圆，尝个新鲜。 ”正在超市选
购汤圆的“90 后”市民张凡表示。

京东大数据显示，元宵节前一周，元宵的销量同比增
长超过 8 倍，其中，咸味的鲜肉汤圆、咸蛋黄汤圆销量同比
增长超过 1.5 倍，水果汤圆中榴莲馅汤圆销量最高。 造型
可爱的生肖灯笼热销， 为节日增加了欢乐喜庆的氛围，灯
笼的销量同比增长超过 2 倍。同时，生菜因谐音“生财”，也
是南方地区必备的节日菜肴，销量同比增长了 77%。

“汤圆和元宵像一对‘孪生兄弟’，虽然元宵销量比不
上汤圆，这个元宵节买元宵的人还是增长了很多。 安徽消
费者的节日食品中，销量最高的是元宵、汤圆、饺子，很多
人也爱在元宵节吃饺子。 从历史趋势来看，元宵的销量同
比增长超过 6.5 倍，灯笼的销量同比增长了 2.4 倍，节日的
气氛非常浓。 ”京东大数据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浏览天猫、拼多多、京东等购物平台发现，不少商
家打出了“买 2 包送 2 包”的元宵节特惠招牌，大黄米汤
圆、 荠菜汤圆深受欢迎， 不少商家的销量突破了十万件。
“今年销量情况还不错，汤圆集中销售期提前了几天，销量
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除了零散售卖，团体采购热度也不
小。 ”多个电商平台及商超的零售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

欢度元宵佳节，餐饮、节日装饰品、商超等也迎来新一
波销售小高峰。在花卉市场里，不同颜色、品种的鲜花摆放
在店铺显眼位置。 2 月 24 日，全椒县石沛镇南塘花坊店长
齐勇告诉记者，鲜花花束不同于盆栽鲜花，保鲜时间短，百
合、玫瑰、康乃馨比较受欢迎，消费者买来增加节日气氛。
“盆栽的绿植也深受消费者欢迎， 每天有四五百位客人来
光顾，存货基本卖光了，还要去外地再采购。 ”

“宅”健身正流行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每逢佳节胖三斤”，这一句调侃是多少人的心声。 除
了去健身房锻炼，近几年，“宅”健身的风潮越刮越大。

“过节在家，我坚持每天跳绳、做深蹲，有时候还和家
人一起打打羽毛球，出一身汗，整个人都清爽了。”合肥市
民刘悦说 ，自己一直有锻炼的习惯 ，即便在春节也没有
落下。

一些健身运动需要器材辅助， 随着居家健身流行，哑
铃、瑜伽垫等各种“小而美”健身器材迎来热销。 2 月 24 日
中午，在合肥市潜山路一家大型运动品专营店内，跳绳、羽
毛球拍、呼啦圈等器材一应俱全。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近几
年，人们的运动健康意识提升明显，健身器材很受欢迎，像
跳绳、小哑铃、弹力带等小型器材卖得很好。 “小型器材便
携、易收纳、操作简便，即使是毫无运动基础的人，也能很
快上手，尤其受到年轻女性的喜爱。 ”
根据商务大数据监测，“2021 全国网上年货节”启动前

10 天，跳绳、拉力器、哑铃的线上销量同比增长分别达到
351.1%、91.9%和 78.9%。
跟着视频课健身也是不少人的选择。“春节期间我家附

近的健身房都关门了。我就在网络上跟着一位健身博主练
习，每天半小时，他会先做一些动作示范，再详细讲解。”30
岁的薛珏在合肥市一家国企工作，他告诉记者，像他一样
利用网络资源“云健身”的同事有很多，大家还会在一起分
享交流。

“每日睡前十五分钟，保持好身材”“每天 10 分钟，轻
松减去小肚腩”“比跑步更加高效的减脂运动， 在家也能
做”……记者浏览各大视频网站看到，线上课程种类丰富，
满足各种运动需求。另外，在手机应用商城里，Keep、乐刻、
超级猩猩等运动类 App 也非常多。 智研咨询数据显示，近
年来，健身行业向线上倾斜趋势明显，在线健身客户数量
增长迅猛 ， 从 2014 年的 1040 万人增长到 2018 年的
12550 万人。

据了解，从牛年除夕到初六，在乐刻微信小程序上，相
关健身直播、 视频课程的总观看量达到了约 110 万次，其
中，战斗搏击、体态管理、燃脂炸弹等课程颇受用户欢迎。
Keep 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 Keep 活跃用户量同比提升
46%，有 20.5 万人坚持春节期间每天使用 Keep，用户每次
运动时长平均 22 分钟。 从除夕到初五，Keep 上线了 121
节直播课，每天平均推出 20 节直播课，直播课的总参与量
达到 45 万人次。

为何线上运动 App 受到欢迎？ 薛珏是一款健身 App
的忠实用户，他说：“使用 App 的都是爱运动的人，大家志
趣相投，可以留言相互交流、鼓励。 每天打卡分享朋友圈，
看着一圈又一圈的运动轨迹，也很有成就感。 ”

伴随全民健身意识的觉醒， 线上健身市场快速发展。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线上课程虽以较为低廉的价格乃至
免费降低了用户体验门槛，但相较于实体健身房，还是缺
乏运动氛围；另外，相较于线下健身课程可以得到教练即
时专业的精准指导，线上健身的用户黏度以及用户体验仍
有不小的提升空间。

限迁“松”了，二手车“活”了

■ 何珂

想拥有一辆汽车，手头预算却有限，不如
去二手车市场上淘一辆？日前，商务部在《商务
领域促进汽车消费工作指引和部分地方经验

做法的通知》中，就扩大新车消费、发展二手车
消费、促进汽车更新消费、培育汽车后市场等
方面给出具体建议，明确要求全面取消二手车
限迁政策。 除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外，不得
限制符合在用车排放标准的二手车迁入。

当前，在消费的大盘子里，汽车类消费占
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十分之一 ，占
GDP 比重超过 4%，已成为消费市场的“顶梁
柱”。 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
二手车交易量为 1434 万辆， 过去 20 年间，二
手车交易量的复合增长率为 22%。但值得关注
的是，一些城市此前为缓解交通拥堵、减少污
染排放，在汽车购买、二手车流通方面设定了
较为严格的限制政策，二手车市场的发展速度
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

政策层面的支持和规范将促进二手车市

场快速发展。 二手车市场一直是“一车一价”，
由于各个区域的价格体系独立， 消费者购车
时，只能参照本地市场的售价。 此次全面取消
二手车限迁政策，将加速全国二手车区域市场
的融合，有助于形成全国统一、标准化、高效的
二手车市场秩序， 有利于全链条发展汽车流
通，让消费者以更合适的价格买入一辆心仪的
二手车，进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汽车消费
需求。同时，随着二手车市场不断扩张，还有望

带动汽配、维修、保险等服务业发展，推进汽车
市场不断优化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

政策好， 还得落实到位。 早在 2016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二手车便
利交易的若干意见》中就要求各地取消已经实
施的限制二手车迁入政策，但各地对于取消二
手车限迁政策在理解上不一致， 标准也不统
一。 近年来商务部在发展二手车市场中，多次
反复提及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 可以看出，解
除限迁政策的落实并非畅通无阻。 因此，取消
“限迁”需要更加细化的具体执行办法，对步子
慢、不积极、不作为的地方，要采取一定的问责
措施。

二手车市场是汽车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汽车流通业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它的培育
和发展直接影响着汽车市场的发展、汽车消费
的扩大。期待限迁政策改革等一系列强政策信
号的释放，让二手车市场发展更好。

着力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近年来， 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已稳居“三驾马车”之首。 推动全面
消费，是稳固经济增长、推动形成双循环
发展新格局的重要发力点。 要扩大消费，
就要让消费者有底气，即便面对问题，也
不慌乱、敢说“不”。

2020 年， 我省各级 12315 投诉举报
中心共受理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咨询 90.71
万件，比 2019 年的 35.51 万翻了 2.55 倍，
办结 89.25 万件， 办结率 98.39%。 “一方
面 ，2019 年 底 ， 原 工 商 12315、 质 监
12365、食药监 12331、物价 12358、知识产
权 12330 五条投诉举报热线平台统一整
合为新的市场监管 12315 热线平台，渠道
集中了，总量也就上来了。另一方面，如今

12315热线严格执行 24 小时接听制度，且
大众的维权意识不断提高。 ”省市场监管
局 12315指挥中心副主任陆红说。

“消除消费领域的信息不对称 ，我
们采取消费者投诉信息公示制度，保障
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让信用信息
调节资源配置。 ”陆红说，全省 16 个市
的投诉消息查询端口全面上线运行，线
上线下一体化公示 ， 在消费者关注度
高 、投诉集中的健身 、美容美发 、摄影 、
餐饮、装修、汽车销售、供电供水等重点
行业领域集中公示。 截至 2020 年底，共
推送被投诉市场主体约 10．5 万户 ，投
诉约 18．1 万条。

今年的消费维权年主题为 “守护安

全 畅通消费”。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
定 “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和服务， 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
求”。 安全权是消费者的首项法定权利，
也是新时期广大消费者的迫切诉求。

有关专家指出，伴随消费升级，人们
对网络购物， 互联网金融服务， 在线旅
游、健身、培训等服务，长租公寓，餐饮浪
费， 过量使用塑料包装等带来的个人财
产安全、个人信息安全、粮食安全、环境
安全问题，有了更高安全保障需求。 面临
新挑战， 需要以着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
费环境作为基本支撑，强化全局观念，以
守护消费安全为主线，以改善消费环境、
促进消费畅通为目标， 完善消费者权益
保护体系。 有关部门应积极开展消费教
育引导、加强商品服务监督、主动化解消
费纠纷等，在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
侵害时敢于担当、善于作为，让消费者吃
得安心、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新消费点亮新生活

购物有什么变化？消费者最清楚。聊起
直播购物， 家住合肥市蜀山区的何清清的
“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不一定每次都买 ，但我隔三差五就
会去看看有没有需要的 、划算的 ，这种购
物方式真不错！ ”浏览何清清的购物订单，
生鲜 、服装 、日用百货 、美食 、美妆等商品
五花八门。 “这里一半以上都是从直播间
里下单的。 ‘三八’妇女节快到了，最近不
少直播间有预售活动， 昨晚守到零点，买
了一些零食和护肤品 。 ”2 月 25 日 ，何清
清告诉记者，自己之所以喜欢在直播间购
物，是基于更强的购物体验感。 “这些货品
都是经过主播筛选的，价格比正常买更划
算。主播还会在直播时分析它为什么值得
买 、告知注意事项等 ，互动感强 。 时间久
了，也让我对常下单的几个直播间产生了
信任感。 ”

从看图下单的传统电商， 到以视频为
载体的直播电商， 新型消费模式的崛起见
证消费升级之路。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发布的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电商
直播用户规模为 3.88 亿， 在电商直播中购
买过商品的用户占整体电商直播用户的
66.2%。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 数字经济加速发
展等多种因素叠加， 加快了线上消费的提
质升级。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的《2020 年中国
消费市场发展报告》指出，去年以来，各种
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扩容，部
分线下消费转移至线上， 线上消费黏性增
加。 线上消费对象范围不断拓展，网购对象
从标准化程度较高和易于快递配送的商品
向生鲜、医药等非标和低频商品延伸。 数字
文化娱乐服务受到追捧，视频、游戏等用户
迅速加，线上教育、办公等迅速兴起，网络
投课、视频会议等成为居家生活新常态。 同
时， 疫情影响下互联网在中老年人群中迅
速普及， 中老年人群的线上消费使用频率
与深度均明显提升。

满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消费市
场的变化，实质上是人们需求的变化。 今
年春节 ， 滁州市民杨育民一家过了一个
欢快年。 “以前， 过年就是吃饱饭 、 穿新
衣 ，但这些东西早就满足了 ，现在 ，咱要
吃好，还要玩得开心！ ”他告诉记者，在南
京上班的儿子从网上买了很多全国各地
的特色美食带回来 ， 过年一道尝了个新
鲜 。 “今年春节天气好 ，大年初二 ，我们
一家人去看了电影后 ， 又开车去周边
景区转了转。 ”

新消费已成为引领国内大循环
的重要动力 。 市场以优质供给做支
撑 ， 持续推出更合消费者口味的
产品和服务 ， 满足消费者个性
化 、多样化 、品质化需求 ，不
断释放着消费潜力。

市场“小毛病”层出不穷

有阳光的地方，就有阴影。 在新消费
蓬勃发展的同时， 一些市场乱象也随之
滋生。 比如，电商直播中，各类退货、刷单
等“翻车”事件日益增多，引发质疑。

日前 ， 长三角消保委联盟通过对
2020 年沪苏浙皖四地消保委受理投诉
情况进行汇总分析，梳理了五大年度热
点 ： 直播带货和网络游戏问题反映集
中；长租公寓问题依旧严峻；交通运输、
旅游等涉疫纠纷集中；教育培训服务投
诉多发；社区团购问题渐露苗头。 有关
专家指出 ，直播带货 、长租公寓等新消
费模式不断涌现 ，网络游戏 、在线视频
等娱乐消费日渐增多，这些线上消费呈
现交易参与主体多、法律关系复杂等特

点 ，相关投诉解决难度大 ，亟需引起各
方重视。

消费升级趋势下， 人们的消费需求
不再限于有形的产品，也包括无形的、多
样性的服务，服务规模扩大，相应的服务
类投诉增多了。 从 2020 年长三角四地消
保委受理投诉的类别来看， 商品类投诉
约 22.4 万件， 占投诉总量的 49.25%；服
务类投诉 23.1 万件 ， 占投诉总量的
50.75%。 服务类投诉占半壁江山。

淮南市消保委曾受理一起服务类投
诉案件：淮南市民李女士孩子近视，看着
孩子戴着眼镜，可把李女士愁坏了，一心
想着把孩子眼睛治好。 一次偶然机会，李
女士看到淮南某视力美容馆广告， 里面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30 天摘掉眼镜”
“高科仪器结合某某医院专家技术”等内
容引起李女士的注意，便交钱配合矫正。
矫正结束， 孩子视力并没有得到宣传中
的效果，李女士本想与经营者进行交涉，
却发现该店已停止经营， 李女士感觉不
对，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向淮南市消保
委投诉。 淮南市消保委在调解过程中发
现， 经营者的宣传材料明显违反了国家
相关法律规定，其承诺的效果达不到，应
当及时退还消费者已交付的费用。 最终，
双方达成一致， 经营者退还李女士 9000
多元。

“这些夸张的广告明显触犯了《广告
法》，也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
例》中的规定。”淮南市消保委副秘书长王
团超说，在服务类消费投诉中，此类案件
较为常见。 尤其是老人、儿童及农民由于
防范意识较弱，缺乏法律知识的储备和理
解，是消费投诉中的主要受害群体。

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今年中消协确定消费维权主题为“守护安全 畅

通消费”。 营造安全便利消费环境，才能让消费者愿消费、敢消费，促进消费增长。 近年来，在消费升级
趋势下，消费市场亮点纷呈，维权渠道不断畅通，消费领域规则逐步建设和完善。 看消费这驾马车如
何“跑”得更欢，本版今起推出“守护安全 让消费更有底气”系列报道。

编
者
的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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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在黄山市屯溪
老街，屯溪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老街所的工作人员

正在对商铺出售商品的

明码标价、产品质量以及
索证索票等内容进行检

查，确保市场秩序良好。
本报记者 潘成 本报

通讯员 徐雅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