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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投影
成家电市场新宠

■ 本报记者 何珂

假期如何度过？不少消费者选择“躺在家里追剧观
影刷综艺”，超大尺寸的家用投影仪凭借“把电影院搬
进家中”的观看体验，成为家电市场消费新宠。

“国庆期间 ，有亲戚来我家 ，他们的第一反应是
怎么没有电视。其实我们选择的是投影。 ”“90 后”合
肥市民夏燕告诉记者，相比电视机，投影仪拥有更大
的屏幕，观影的时候有更沉浸式的视觉体验，而且投
影仪不占空间， 还能根据观影姿势来调整投影仪的
摆放，在一定程度上比电视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非
常方便。“更重要的是，同尺寸情况下，投影的价格相
比电视，便宜不少。 ”夏燕说。

近日，记者在合肥市经开区一家家电卖场了解到，
80 英寸及以上的传统电视售价基本都在 8000 元以
上，而一台可投射出 100 英寸画面的家用投影仪，市场
均价在 3000 元左右，价格优势明显。 10 月 8 日，在一
家投影仪网上专卖店内，记者看到一款售价 3000 多元
的家用投影仪，月销量 8000 多台。“国庆假期前有一波
消费热潮， 大多是年轻人来买，4000 元以下的入门级
产品比较畅销。 ”该店铺客服表示，随着“双 11”的到
来，销售势头还将不断攀升。

近年来，投影仪快速走入家庭。据科技产业研究机
构洛图科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智能投影机销量
为 231.2 万台， 同比增长高达 43.3%； 同比增长高达
43.3%；销售额为 53.9 亿元，同比增长 41.5%。 同时，线
上平台监测的数据也显示，2021 年上半年每个月销量
同比均实现增长。 另一方面，奥维云网公布的 2021 年
前 7 个月的中国彩电销售数据显示 ， 销售量仅为
1994.5 万台，同比下降 15.6%。

投影仪成为年轻人的新宠， 未来投影仪能否撼
动电视在家电中的地位呢？ 有家电行业专家分析表
示，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这使得投影机迎来了更好的发展机遇。但
目前家用投影仪与电视相比仍存在诸多缺点。比如，
投影色彩会有偏差，画面质量有待提升。 此外，投影
仪受环境限制较多。

目前家用投影仪品牌多、型号多，如何进行挑选
呢？ 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首先要确定类型，光源决
定了投影机的图像显示效果， 消费者可根据自己的
经济情况、使用场景、室内面积等条件选择适合的类
型 ；查指标 ，阅读产品说明书和产品铭牌 ，尽量选择
光输出数值高、对比度高、照度均匀性高、音质好、工
作噪声低的产品；选智能，优先选择具有无线投屏且
投屏内容符合需求、自动对焦、语音控制功能等智能
投影机； 防忽悠， 宣称 “4K 高清” 说法是错误的，
“4K”是指超高清 ，“2K”是指高清 ，要搞清楚高清或
超高清是指投影机显示系统固有分辨力， 还是支持
的图像格式，避免产生误解。

“金秋消费季”
助农增收

■ 本报记者 史力

砀山酥梨 、萧县葡萄 、宁国山核桃……在刚刚过
去的国庆长假中，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红红火
火 ，大批安徽优质农产品通过各种电商平台 ，销往全
国各地。

9 月 7 日，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发起的 2021 年中国农
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正式启动。此次金秋消费季活动以
营销助农、消费惠农、品牌强农为重点，推动各类市场主
体开展展示展销、直播带货、专场推介等营销促销活动，
覆盖超过 150 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涵盖 60 余万种
农副产品，超 30 万商家参与，阿里巴巴、拼多多等电商
平台也将通过发放消费券、打折让利、流量倾斜等方式，
吸引广大城乡居民购物过节。

“随着产地仓、乡村物流设施等农业新基建的进一
步完善，越来越多的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能够更便捷
地从田园直达餐桌，所以在金秋消费季活动中，我们非
常重视引入全国性电商平台，让安徽的优质农产品走得
更远。”省农业农村厅相关业务处室负责人介绍，在今年
的农民丰收节上我省也同步开展金秋消费季活动，结合
“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益农信息社运营、农产品品
牌建设等，组织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多元化的产销对接
和促消费活动，激发市场活动、释放消费潜力，实现农民
增收和消费提质扩容良性循环。

电商平台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金秋消费季启动一
个月以来，消费者线上购买农产品的热情高涨，用实际
行动促进“新消费富农”，让乡亲们过了个实在丰收节。
生鲜食品类电商平台淘特数据显示，石榴、螃蟹等农产
品受到消费者青睐， 而这些也恰恰是我省的优势产品。
枞阳白荡湖大闸蟹、大别山土猪肉、砀山酥梨成为爆款。

此前，我省还把金秋消费季活动与合肥农交会紧密
结合，利用阿里巴巴、拼多多等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
道，助农增收。

9 月 17 日，拼多多助农直播间入驻 2021 年“安徽
农交会”， 吸引了 24 万网友观看并拼单。 来自合肥、黄
山、宿州、蚌埠、宣城、亳州、铜陵等 7 个市的近 30 多家
参展企业走进直播间，向网友“种草”各地区共 50 余款
特色农副产品。 商户为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选择，直播
间上架的仅鸡肉就有烧鸡、敬亭芙蓉鸡、皖南散养鸡、黑
母鸡、仔公鸡等，茶叶又分为了黑茶、白茶、祁门红茶、黄
山毛峰等品类，让网友直呼“都想买”。

把电影院搬进家，投影“家用
化”趋势日益明显———

规范市场 健康品蟹

■ 梅麟

菊瘦酒初熟，霜浓蟹正肥。
时值品蟹季，邀上三五亲朋好友，来几只

肥硕秋蟹，实乃一大快事。
中消协日前发布提示，劝导消费者买蟹时

擦亮双眼，注意“防坑避雷”，尽量选择正规线
下实体商家或是信誉较高的电商平台。

近年来， 国内蟹业养殖规模持续扩大，销
售模式多元化，优质品牌百花齐放，不断满足
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然而，部分商家通过预
售蟹券等手段，把蟹变成“期货”，消费者凭券
购买时，可能面临无法提货、缺斤短两、商家跑

路等问题。 还有商家打着阳澄湖大闸蟹等知名
品牌旗号，实则“李鬼扮李逵”，影响正常市场
秩序，损害消费者权益，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社会各方应积极行动起来， 合力整治市场乱
象，规范行业秩序，助力消费者放心购买、安心
品蟹。

把关预售环节，杜绝空头支票。 蟹券具有
较强礼品属性，易由此产生价格虚高、定价标
准不明确等问题。 溢价高也导致部分商家只顾
卖券，忽略实际供应能力，造成蟹券超发，无法
兑现供货承诺。 市场部门应指导行业研究出台
明确预售标准， 将蟹券价格控制在合理区间。
开展实地调研，掌握商家供应能力，规避蟹券

超发行为。 近日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承诺，
消费者在蟹券或蟹卡售出之日起 30 日内 （未
激活提货）可享受无理由退货服务。 此举可有
效减少商品资源浪费，便于协会成员了解真实
预售情况，为今后科学制定养殖计划提供重要
依据，值得借鉴，携手为消费者提供更高质量
的服务体验。

打击虚假宣传，落实保质保量。 商家假借
知名品牌从事宣传活动， 亦或利用 “洗澡蟹”
“旅游蟹”“过境蟹”等混淆视听，干扰消费者正
常选择，均涉嫌违反相关法规，应执法必严、违
法必究。 将常态化监管与旺季专项整治行动相
结合，铲除养殖、运输、认证、宣传、销售等环节

中存在的灰色产业链，处罚违规经营。 强化信
息管理，健全供应链追溯机制，保障商品来源
可查 、质量可控 ，避免商家以次充好 、缺斤少
两，为消费者维权提供清晰的追责路径。 引导
行业“少一点套路，多一点诚意”，优化养殖方
式，改进口感品质，提升美食文化内涵，树立消
费者信赖的品牌形象。

强化安全意识，鼓励健康品蟹。 秋蟹虽肥
美， 若食用方式不当， 可能诱发急性肠炎、胃
溃疡等疾病，甚至危及生命。 媒体应发挥引导
作用， 呼吁健康品蟹， 增强公众食品安全意
识。 利用两微一抖等网络平台传播特点，打造
更多接地气的短视频、 音频作品， 邀请明星、
网红主播、医学专家等参与宣传，增强传播效
果。 食品安全要从小抓起， 可通过教育讲座、
亲子课堂、 编写食品安全绘本等形式， 科普
“螃蟹虽好， 不能多吃”“死蟹不能吃”“醉蟹可
能含有寄生虫”等常识，引导孩子们在日常生
活中养成科学饮食习惯， 与家人一起健康品
蟹，共度温馨时光。

数读“ ”，消费市场旺起来十十十一一一

�� 1100 月 77日，，黟县西递景区游客络绎不绝。。
本报通讯员 吴寿宜 摄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本报见习记者 朱卓

“十一”黄金周，是观察消费活力的重
要窗口。 全省各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在精准做好疫情防控、保障安全
过节的前提下，多措并举推动消费潜力进
一步释放。 一组组亮眼数据背后，折射的
是假日经济新变化，展现的是人们对生活
品质的新追求。

潜力释放 假期市场更红火

金秋十月， 凉风轻悠悠在山间吹拂，
山林的树叶呈现绿红橙黄各色，与奇松怪
石云海相互映衬……10 月 1 日，在黄山之
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山林间观景拍
照，欣赏一幅幅多彩油画。

受今年 7 月和 8 月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旅游需求推迟释放。 “十一”黄金周期
间，“补偿式”出游意愿强烈。 “从芜湖开车
过来，进入景区后，在排云楼广场赶上了
升旗仪式，庄严的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
放眼可见的美景，让我觉得不虚此行。 ”芜
湖市民汪磊告诉记者，游玩完黄山风景区
后，他和家人还去了附近的花山谜窟风景
区，体验花海世界。 黄山风景区党工委宣
传部数据显示，“十一”假期黄山风景区共
接待游客 12.12 万人次。

消费品市场运行平稳有序， 节日气
氛浓郁。 来自商务厅数据显示， 据对 59
家省级重点监测企业的销售统计， 国庆
中秋黄金周假期共实现销售额 24 亿元；
15 家城市综合体节日期间共实现销售额
4.12 亿元，同比增长 8.06%，合肥市瑶海
区万达广场、 宝业东城广场、 华润万象
城、 蜀山五彩城购物中心 4 家综合体国
庆期间实现销售额 1.86 亿元， 同比增长
13.22%。

国庆档电影在这个假期唱响红色主
旋律。 10 月 2 日，无为市米芾商业广场的
上影国际影城内人头攒动，检票口处的队

伍排成一条长龙 。 以
《长津湖》《我和我的父

辈》等为代表的影片紧扣时代脉搏，引发
假日观影热潮。 “好久没看电影了，这次放
假，打算在电影院过足瘾。 我提前两天就
买了《长津湖》的票，就怕当天买不到。 ”手
拿电影票正在排队的无为市民魏雯说。 省
电影局数据显示，10 月 1 日至 7 日， 全省
电影票房达 2 亿元 ， 占全国总票房的
4.6%，排名全国第 7 位，产生票房和全国
排名均创近年新高。

国庆期间， 各大餐馆也迎来用餐高
峰。饭店包厢预订火热，各市美食街人流
如织……许多市民趁着国庆佳节， 与家
人朋友相聚， 或举办结婚喜宴。 10 月 3
日晚 18 时，在宿州市萧县龙凤大道上的
一家餐馆，来用餐的客人逐渐多了起来。
“假期中生意很火爆。 我们一共有 14 个
包厢， 得提前预定才有位置， 每晚都满
座。 ”工作人员陈德云告诉记者，这几天
餐馆内的厨师和十几位服务员都加班加
点， 工作量明显增加。 省商务厅数据显
示，节日期间，省级重点监测的 5 家餐饮
企业假日期间共实现营业额 7200 万元，
同比增长 38.02%。

伴随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需求
升级，以文旅、娱乐、餐饮为代表的服务性
消费受到热捧，增长迅猛，并在国庆假期
得到充分释放。

亮点纷呈 消费升级后劲足

10 月 5 日，在于合肥市蜀山区的盒马
鲜生成为国庆期间的热门“打卡”场所之
一。 上万种商品陈列在货架上，琳琅满目，
“网红”甜点、超多海鲜、本地茶叶……作
为盒马鲜生在华东地区开设的首家精品
店，吸引了许多合肥市民来采购。

“我是冲着海鲜来的，买了点皮皮虾
和石斑鱼，家里做不方便，就体验了把盒
马生鲜的海鲜现场加工， 买完后等待一
会，直接就可以吃了。 ”在合肥工作的侯瑞
告诉记者，以前只能在网上刷刷盒马生鲜
的 “网红 ”食品 ，现在终于可以实地体验
了，赶紧趁着节假日前来。

网红店、夜经济、首店经济……一个
个火起来的经济领域名词，折射出政府赋
能下的消费升级。 节日期间，唯品会全国
首家线下体验店、华东地区首家京东线下
超级体验店、奈雪的茶、迪士尼手办店、屈
臣氏未来店……频繁落户安徽的“全国首
店”“安徽首店”燃动消费。 据支付宝开放

平台发布的《国庆消费报告》显示，人气网
红美食街———合肥罍街跻身全国热门商
圈指标前十。 站在消费升级新阶段，持续
升级的业态模式、不断更新的消费面孔正
积蓄发展新动能。

宝马 iX、东风悦达起亚嘉华、东风日
产奇骏、小鹏 P7……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
中心，第十八届安徽国际汽车展览会于 10
月 6 日落下帷幕。 为期六天的展会，共吸
引观众超 40 万人次 ， 汽车现场成交量
1.12 万辆，累计成交额 20.19 亿元。 “车展
连续举办了 18 年， 见证着汽车消费的变
化。 客户逐渐从价格敏感到品质敏感，从
追求稀缺到追求个性，从注重实用到注重
体验。 ”省汽车经销商商会秘书长韩震告
诉记者，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的趋势推动下，新能源汽车行业渗透率持
续稳步提升，今年，不少消费者冲着新能
源汽车来看展。

消费升级还体现在电子电器消费
上 。 国庆期间 ，位于合肥市宿州路的苏
宁易购人头攒动 。 店长胡殿君告诉记
者 ，积极响应国家各项政策措施 ，店里
推出消费券 、以旧换新补贴等一系列优
惠政策，有效拉动了商场人气。 “随着近
期多款新手机的陆续发售，3C 手机的购
买需求迎来高峰。 在人们更加注重生活
品质的背景下 ，干衣机 、洗地机等新品
类销售增势良好。 ”胡殿君说，在消费升
级趋势下 ，绿色 、智能 、健康等成为关键
词 ，中高端产品消费已连续多年保持快
速增长。

省经济研究院宏观部主任窦瑾指出，
从食品、服装、家电、住房、汽车等商品消
费“排浪式”发展，到如今迈入消费升级新
阶段，品质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与日俱
增，升级类商品消费加快增长成为市场发
展的亮点之一，也是挖掘消费潜能、拉动
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进一步推动消费
提质升级，要不断深化改革，在供需两端
同时发力， 提供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促
进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

优化环境 放心消费“买买买”

共抽检 1607 批次食品，11 批次不合
格，总体合格率为 99.32%，食品安全总体
状况良好。 中秋、国庆“两节”期间，长三角

区域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了食品
安全专项抽检。 集中抽检肉制品、糕点、食
用农产品等食品品种，检验项目覆盖微生
物、质量指标、食品添加剂等多项指标。

重点检查商品零售场所明码标价的
规范落实情况，促销过程中是否存在虚构
原价、虚假优惠折价、模糊赠售、误导性标
价等价格欺诈行为； 检查食品标签标识、
生产日期、保质期和储存条件以及经营者
落实商品进销货台账情况……在国庆节
前及节中，我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积极开
展检查工作，维护市场秩序。

不断优化的市场环境，是消费者敢消
费、愿消费的底气所在。 合肥市 12315 指
挥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国庆期间，
接听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热线共计 2276
件，较去年同期下降 28.25%。 “以‘放心消
费创建’为重要抓手，我们通过认定一批
放心消费示范单位，督促商家企业落实主
体责任、践行诚信承诺，在全社会形成诚
信经营、守法经营的风气。 ”省市场监管局
12315 指挥中心主任万仕好说，截至目前，
我省在 12 个重点行业领域发展参创经营
户 7.48 万户。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消费市场
的发展还与消费能力密切相关。 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安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15969 元，居全国第 12 位。 全省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0010 元，居全
国第 10 位、中部地区第 1 位，比去年同期
增长 15.3%，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0.7 个百
分点，创历史最好成绩。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市场供给日益丰
富、 消费环境持续改善……回眸国庆，在
促消费活动和政策带动下，消费市场活力
进一步彰显。 窦瑾指出，挖掘消费潜力，要
注重满足多样化需求， 加快释放老年消
费、农村消费等新消费动能。 “比如，进一
步完善老年旅游、养生、文娱类信息服务
供给,释放老年群体消费潜力；完善流通基
础设施、 推进大型商贸流通企业网络下
沉，提升农村消费品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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