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管执法升级 市场环境将不断净化

当前我国正处于消费升级的阶
段， 新型消费形式不断涌现， 相应
地， 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形式也
在不断变化。例如，在网络经济爆发
式增长的背景下， 出现了大数据杀
熟、信用炒作等情况。

“从 10 多年前，缺乏技术监管
手段、缺乏相关法律支撑，到今天，
我们有了网络交易监管服务平台、
《电商法》等相关法律陆续出台，监
管模式在随着市场形势变化不断
升级。 ”合肥市市场监管局网监处
副处长唐小文说 ，去年以来 ，合肥
市利用网络交易监管服务平台累
计监测网站、网店 53.22 万次，发现
并移交案源线索 304 个, 内容涵盖
医疗 、教育 、食品 、金融 、房地产等
多个重点领域，查处网络交易违法
案件 318 件。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背景下，监
管在更广范围内实现协作。南京、杭

州、合肥等“九市一区”率先在长三
角地区探索网络监管领域一体化。
“通过‘红盾云桥’智能协作系统，在
查办网络违法案件等过程中， 可进
行数据交换、开展相关协查、协办和
移送工作，提升了监管效能。 ”唐小
文说，去年以来，在线异地协查共发
送数据 117 次。

强有力的监管执法， 是净化消
费环境的关键；消费环境好了，才能
提振消费信心。

蚌埠查处全省首例“直播带货”
售假案件、 亳州积极开展成品油市
场专项整治行动…… “2020 年，各
级市场监管部门坚持执法从严，规
范市场秩序。 我省办结各类违法案
件 4.1 万件，移送公安机关 303 件，
发布典型案例 108 个， 办案数量居
全国第五。 ‘皖剑’‘网剑’等专项行
动和价格、广告、查无等专项治理均
取得了积极成效。”省市场监管局有

关负责人指出，规范的市场秩序、高
标准市场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支撑条件。 如
果市场秩序不规范、 市场规则不统
一、市场竞争不充分，就容易形成行
业垄断和市场分割， 无法形成统一
开放、 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强政
策引导与监管，强化公平竞争审查，
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
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

有关专家建议，除了对群众反
映强烈 、影响市场供给质量 、侵害
消费者权益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
整治 ，优化消费环境 ，有关部门还
应加快构建以信用为核心、深度应
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新型市场
监管体制。 加强消费领域的信用信
息采集和公开 ， 加快信用体系建
设，完善信用约束机制。

渠道畅通、有诉必接 消费纠纷能多元化解

“老大哥，别着急！您既然已经写好诉状
了，回头带过来，让消费维权律师服务团看
看，出出主意，您看怎么样?”“好，这可帮大
忙了。 我下次带过来。 ”

3 月 3 日下午，在合肥市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的办公室里，记者正巧碰见了一起
维权咨询的尾声。 几年前，合肥市民王先生
家因物业公司作业问题， 木地板被水泡坏
了，物业公司当时更换了地板，但现在木地
板又“翘”了起来，最近王先生找物业公司理
论，结果对方态度傲慢，气不过的王先生便
来到合肥消保委寻求帮助。

“按照正常情况，王先生这个事儿，要记

录后再进行调解或反映到有关部门。但是他
已经决定走司法程序了，就需要律师团队帮
忙了。我们与市律师协会建立了消费维权律
师服务团，可以在消费纠纷调解和诉讼等方
面为他提供些专业意见。 ”合肥市消保委副
秘书长丁云说，线上线下维权通道越来越多
样，公众维权意识逐步提升。 “有的像王先生
一样直接到办公室来反映，有的会打电话过
来，还有从网站留言的，网络渠道占 8 成左
右。 ”

同样的忙碌 ， 还发生在全省各地的
12315 指挥中心。 “叮铃铃铃……”“您好，这
里是滁州市市场监管局 12315 投诉举报热

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你好，我要投
诉。 ”……“好的，信息已经记录，随后我们会
将情况告知地方主管部门，7 个工作日内回
复。 ”说话间，接线员逐字逐句将投诉信息录
入电脑系统中。

“来电通常分为三大类，投诉、举报和咨
询。一般投诉举报会将情况汇总给所在辖区
的主管部门，由他们进行处理。咨询类业务，
则由我们自行解答。 ”滁州市 12315 指挥中
心主任李美娜告诉记者， 中心里共有 13 个
接线员， 每天 24 小时轮班接听消费者的来
电，全年无休，确保热线畅通。 “中心主要承
担产品质量、知识产权、物价、食品药品、商

品流通等五大领域 23 个类别的投诉举报。
有假必打 、有诉必接 、有案必查 ，这是我们
12315 工作的基本要求。 ”

通过消协组织 、12315 平台等投诉渠
道 ，约谈 、诉讼等多元化解决消费纠纷方
式 ，2020 年 ， 我省各级 12315 机构共受理
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咨询 90.71 万件 ， 办结
89.25 万件，办结率 98.39%。 “接收消费者
的投诉举报信息只是维权工作的开端 ，解
决消费者的问题才是关键。”省 12315 指挥
中心副主任陆红说 ，房产 、服务 、商品等 ，
消费遇到的问题往往涉及各行各业 ，这就
需要跨部门协商解决 。 “我省实施消保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 ，市场监管 、商务等各部
门间协作配合 ，解决重大问题和重大消费
事件，推动消费维权共治。 去年，成员单位
由 22 家增加到 31 家。 ”

企业责任更明确 谁销售谁负责

发生纠纷时， 消费者最担心的
情况之一就是时间越拖越长， 消磨
精力。传统的消费纠纷调解，需要市
场监管部门或消费者协会人员介
入，商家、消费者、调解员三方见面，
调解成本较高。现在，随着越来越多
企业加入 ODR，纠纷调解正变得越
来越顺畅。

什么是 ODR 企业？ 指的是可
通过全国 12315 互联网平台提供
消费纠纷在线解决服务的企业。消
费者在 12315 平台投诉时，在选择
职能部门的同时也可以直接选择
ODR 企业解决消费纠纷 ， 企业直
接在平台上完成对投诉案件的处
理和反馈 ， 中间不需要第三方介
入 ，消费者直接与商家沟通 ，在线
上完成消费纠纷协商解决，既方便
又快捷。

截至去年底，我省已有安徽苏
宁 、 合肥百大等 419 家企业成为
ODR 企业。 日前，合肥百货大楼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营运中心业务管
理部副总监毛红春向记者举了个

例子：“去年底，一位顾客在六安百
大的一家商铺里买了件派克服，穿
了没多久，里衬起毛了，想要退换，
但是店家不同意，遂在 12315 平台
投诉。 因为六安百大店是 ODR 企
业 , 投诉信息直接到了公司这里 ，
我们与店家交涉以后，立马安排换
货，顾客很满意。 ”她告诉记者，消
费者购物时碰到的一些糟心事儿，
有时候是部分店员的个人行为导
致，不能代表企业的态度。目前，百
大旗下有 11 家企业加入 ODR。 当
这些投诉及时传达到管理方，我们
会立马安排解决。 “另外，我们早在
2013 年， 就推出全省异地退换货、
先行赔付等相关制度，减少纠纷发
生，提升顾客满意度。 ”

“如果消费者通过 ODR 系统解
决纠纷，感到不满意，依然可以找第
三方介入，再次调解。”陆红说，对消
费者来说 ， 通过手机或电脑登录
ODR 系统， 直接与企业协商解决，
可以实现“一次不用跑”；对企业来
说，能减少中间环节的沟通成本，将

消费纠纷化解在源头; 对市场监管
部门来说， 这一方式能压实企业消
费维权主体责任， 更好地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

“谁销售谁负责、谁提供服务谁
负责”，让企业担起应有的责任。“放
心消费” 创建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工
程，也是优化营商环境，让消费者勇
于说 “不” 的底气来源之一。 “自
2018 年开始，我们开展‘放心消费’
创建工作，从安全、质量、价格、服务
和维权五大维度去考量， 认定放心
消费示范单位， 在市场上形成良好
风气， 越来越多企业主动加入到创
建工作中。”陆红说，截至去年底，全
省累计发展参创经营户 41005 户，
认定省级放心消费示范单位 81 个、
市级 1366 个 、县级 12237 个 ，发展
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 4554 户。
有序推进放心消费进乡村 12082
个，创建覆盖率 75%以上，累计发动
参创经营户 24591 户， 认定乡村示
范店 7293 个，建立乡村消费投诉维
权站点 794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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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 12315指挥中心的接线员正在接听消费者来电。
本报通讯员 李雅婧 摄

·市场调查·

“实力硬”才能“红得久”

■ 韩小乔

小家电市场藏着大商机。 2020 年，我国
家电行业主营业务实现收入 1.48 万亿元，
其中空气炸锅等烹饪类小厨电、 电动拖把
等清洁类小家电、 个人按摩设备等个人护
理类小家电销量大涨， 在家电市场中成绩
亮眼。

如果说以冰箱、彩电、洗衣机为代表的
“三大件” 承担了将消费者从劳动中解放
出来 、优化基础生活水平的角色 ，那么小
家电则代表了一种更高端、更个性化的新
型生活方式。 电烤箱、早餐机帮助“生手”

快捷下厨 ，智能机器人包揽扫地 、拖地的
家务活……疫情期间，小家电因体积小、免
安装、易操作、单价低、颜值高等特点“疫”外
走红。 疫情好转后，不少人逐渐养成了使用
小家电的消费习惯， 小家电市场仍然保持
了高速增长。

虽然小家电市场发展空间巨大，仍存在
着一些问题。 目前部分小家电研发费用低、
缺乏技术含量、过分注重颜值，这意味着生
产门槛低、耐用性不佳、可替代性强。 还有
一些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

足，亟需企业深入挖掘消费潜力，深挖细分
市场。 不难发现，身边一些年轻人兴致冲冲

下单购买的榨汁机、酸奶机没用过几次，就
被长期闲置， 或是放在二手物品交易平台
上出售。

“实力硬 ”才能 “红得久 ”。 虽然 “好
看 ” 是不少消费者选择小家电的重要条
件 ，但不意味着可以降低品质要求 。小家
电品牌应着眼于消费升级 、 科技创新和
品质提升 ， 实现产品人性化与智能化设
计上的创新突破 ，并加强生态化 、平台化
开发 ，提高产品竞争力 ，打造品牌的硬实
力 。 如触屏小音箱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
供了方便和乐趣 ， 既适应了消费升级的
趋势 ，也为创新企业带来利润 ，一定程度

上打破了价格竞争 、 同质化发展的行业
困境 。

越了解消费者 ，越能 “走得远 ”。 随着
社会经济发展，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催生出
小众品类的市场 ，小家电企业不可能 “一
招鲜吃遍天”， 而要契合消费者需求的新
变化，不断细分市场。 一方面，要细化产品
种类。 以厨房电器为例，可以从电饭煲、电
热水壶扩展到三明治机、电热杯、豆浆机 、
破壁机、咖啡机等，满足人们更加专业化 、
多元化的需求。 另一方面 ，产品要针对特
定使用场景和受众。 如便捷式熨烫机 ，有
除螨 、杀菌 、消毒功能 ，适合经常出差的
人；“一人份”电热饭盒，插电即可加热，小
巧便携，适合上班族。

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小家电企业应
着眼于消费者新需求，深耕细分市场，集中
精力做优做精产品，掌握竞争主动权，打开
市场新空间。

学习用品升级
选购需理性

■ 本报记者 何珂

“想买一套儿童学习桌，价格从 1500 多元到 1 万
多元不等，该怎么选？ ”近日，合肥市民檀珍伤透了脑
筋，为 6 岁孩子挑选学习书桌，功能、品牌和性价比都
是考虑因素，“之前， 我们给儿子买的是普通小桌子，
小时候主要用来吃饭、搭积木和玩玩具，后来开始兼
顾写字、学习功能。 但儿子最近常说写字看书很不舒
服，我就打算给他买一套专门的学习桌椅，没想到花
样这么多。 ”

近日 ，记者调查发现 ，和檀珍有同样想法的家
长不在少数。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孩子的学
习用品不再满足于书包 、文具等 ，多功能儿童学习
桌 、护脊书包 、护眼台灯 、防蓝光眼镜等 “升级版 ”
学习用品成了家长们的 “新宠 ”。 艾瑞咨询发布的
《2020 年中国功能性儿童学习用品行业研究报告 》
显示 ，2019 年功能性儿童学习用品的市场规模为
109.6 亿元 ，在儿童人口基数稳步提升 、教育消费
不断升级 、 家长对产品认知加深等多种因素的推
动下， 预计 2025 年市场规模将超过 400 亿元。 其
中 ， 儿童学习桌占总体市场规模的比重在六成以
上 ， 而护眼灯与护脊书包因功能相对单一且平均
售价较低，各自占比基本维持在 20%左右。

3 月 4 日，在合肥市经开区一家商场内，各种品
牌的功能性学习用品包括学习桌椅、护眼灯、护脊书
包等都有销售。 和普通用品相比，沾上“功能性”的学
习用品价格普遍都贵了不少， 有的甚至要贵几倍。
“开学前后是家长购买书桌的高峰期。 ”一家功能性
学习桌专卖店导购告诉记者， 现在家长特别重视孩
子的视力问题和脊柱健康， 功能性学习桌等能够根
据身高和看书写字需求进行调节，既能保护视力，也
能纠正坐姿， 家长们愿意为孩子健康买单，“我们家
的价格在 3000 多元至 7000 多元不等， 四五千元的
产品卖得最好”。

在一些儿童学习用品店，护脊书包被店家极力推
广。 一家主营儿童学习用品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护
脊书包有立体背垫，孩子背部形成多个受力点，让书
包的重量分布到整个背部，从而起到护脊作用。 这些
护脊书包售价在 300 多元至 600 多元，看上去比一般
的书包要厚，肩带加宽、透气，大容量，承重力强。

记者在网络搜索发现， 目前儿童护脊书包所销
售的产品种类并不多，同质化现象也较为严重。 而学
习桌的设计则颇为精细， 就连桌板调节角度也有讲
究。最佳书写角度为 10°、阅读 15°、绘画 40°……一家
在网上销售功能性学习桌的店铺， 宣称用专业设计
角度为筑起孩子视力的“护城河”。 那么，是否真的有
宣传所说的效果呢？

有业内人士指出，到底多大的桌面夹角能预防
近视 ，目前还没有统计学的分析 ，近视防控与阅读
时间 、阅读距离都有关系 ，预防近视还是要通过减
少用眼时间，阅读距离保持在 33 厘米以上，同时增
加户外活动时间。是否选购功能性学习桌可以根据
家庭情而定，但在家中，不能用餐桌、餐椅或者床来
代替书桌。

市场扫描·守护安全 让消费更有底气②

退掉货不对板的商品、抵制夸大其词的广告、拒绝权责不明的服务———

敢于说“不”，底气何来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市场漫话·

“她经济”撑起
消费“半边天”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随着女性经济和社会地位提高， 围绕着女性理
财、消费形成了特有的经济圈和经济现象。 在刚刚过
去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中，“女王节”“女神节”“公主
节” ……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围绕女性开展的优惠促销
活动，见证“她经济”的巨大潜力。

“春装陆续上来了，我买了几件春装。 ”“吃了顿大
餐，家里人说给我庆贺庆贺！”“去做了面部护理。”……
记者随机采访一些消费者， 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用自
己的方式来享受节日的快乐， 选择在妇女节之际犒劳
自己。

除了吃喝玩乐，现代女性还十分关注自身健康。记
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 围绕女性健康开展的活动也占
据一席之地。 口腔健康检查、肠癌筛查、HPV 疫苗、孕
期检查预约等都在妇女节之际广受欢迎。

随着女性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家庭地位的提升，女
性已经成为新时代消费的主力。 日前，天猫发布“她力
量”报告显示，女性不仅是新消费浪潮的推动者，也是
“她经济”的创造者。 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从女性的视
角来确定自己的消费群， 进而迎合女性消费者，“她经
济”成为了各行业新的必争焦点。 “我们发现，天猫头
部新品牌中，80%聚焦的都是女性消费需求。 ”天猫新
消费负责人指出，女性消费品牌创业正迎来爆发期。

QuestMobile 日前发布的 2021“她经济”洞察报告
指出，女性消费崛起正当时，线上中高消费能力不断提
升，由于经济条件的大幅改善，年轻女性表现出更强的
消费意愿。 同时，女性群体教育、收入水平提高带来的
自我意识崛起，促使消费需求逐步释放，注重生活质量
与品位，同时也考量性价比。新一代年轻女性更愿意为
颜值消费，追求潮流，在国货崛起的背景下，她们作为
美妆主要受众人群，助推新兴国产美妆品牌持续发展。
新晋妈妈除了为孩子提供全方位的关爱， 也不乏对自
己的关心，围绕准妈妈的用品、穿搭类商品受到了更多
关注。

新一代中国女性有自己的审美、掌握自己的钱包，
“她经济”潜力毋庸置疑，女性消费相关的新品类、新品
牌的细分领域市场正快速崛起。 有关专家指出，“她经
济”延展出了更多情感化、多样性、个性化、独立性和仪
式感的消费追求，当刚需消费转为更细分的消费，如何
洞察女性消费群体的真实需求，同时把握好节奏，拉近
与女性消费群体的距离，在尊重与平等的前提下，引起
共鸣，是商家接下来要解答好的问题。

2021年 3月 15日 星期一责编/彭园园 版式/王艺林 市场经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