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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市场“春”来早

■ 本报记者 朱卓

临近春节， 各大花卉市场迎来销售旺季。 1 月 19 日下
午，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庐阳区义井路的民俗花卉街，街道
两旁都是“花鸟鱼虫”店铺，花卉、绿植品种繁多，姹紫嫣红。
来买花的人络绎不绝。

粉白的百合 、五彩的银柳 、黄澄澄的小金桔……整条
民俗花卉街上洋溢着浓浓的年味，有着美好寓意的花卉被
摆在了显眼处 ， 腊梅枝头挂上了红灯笼和中国结 ， 象征
“吉祥招财”的金桔挂上了福袋 ，富贵竹 、发财树等都颇受
顾客喜爱。

“今年春节前期的花卉价格比去年略有上升 ，像这样
一盆瑞香花，今年至少 20 元，去年大概 15 元。 ”在一家花
卉店内，老板林保昆指着一盆中等大小的盆栽告诉记者 ，
因为进价比往年贵了一些 ，零售价也水涨船高 。 “销量还
是不错的 ， 年前是销售高峰 。 红色花卉有鸿运当头的寓
意，卖得最好。 ”

记者走访多家花卉绿植店，不同品种和规格的花卉盆栽
价格差异较大，从十几元到几百元不等，一束十支左右的转
运竹价格在 10 元左右， 中等大小的盆栽从 15 元到 30 元不
等，高大的绿植和花卉盆栽价格集中在 300 元至 500 元。 多
样的花卉种类、多彩的颜色、多层次的价格，满足不同消费群
体需求。

“我是忠实的花卉爱好者，平时就喜欢看喜欢买。每年春
节前，都要来花卉市场买一些，送给长辈和亲朋几盆，自己家
再留几盆。 摆在家里有过年的味道，很值得。 快过年了，各家
店里品种很多，我都挑花了眼。”正在选购花卉的杨女士告诉
记者，她前几日已经买了两盆蝴蝶兰和几大把满天星，今天
又来给家里老人选购了兰花盆栽，“一盆比较大的兰花盆栽
350 元，我买的是淡淡的紫红色，颜色比较暖，寓意好，花期
比较长，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很好的选择。 ”

线下花卉市场忙，线上销售热度也在攀升。 1 月 20 日，
记者浏览某电商平台看到，8.8 元的红色银柳、6.09 元的鸿运
竹、14.5 元的发财树，月销量都在 1 万件以上，线上抢购热火
朝天。 “以前过年前一般去花卉市场选购， 现在有了电商平
台，生活更方便了，不出小区就能拿到心仪的花卉盆栽，性价
比也高。”合肥市民林许婷告诉记者，她最近刚在网上买了报
春花、长寿花、雏菊，还有很“火”的红色银柳，价格从 5 元到
20 元不等，比线下价格便宜不少。 “不过，如果要买高大名贵
的盆栽，还是得去实体店看好花型和颜色，更能保证品质。线
上购买存在一些质量风险 ， 物流过程中花卉可能会被损
坏。 ” 林许婷说。

零售变革
推动消费升级

■ 本报记者 郑莉

疫情之下，在线相逢。 无接触购物、无接触配送、无接触
支付等消费新模式兴起，商贸零售变革迎来新契机，不仅大
型互联网企业抢滩布局新零售市场，传统商超也纷纷进军新
零售，智慧零售等新业态全面开花，给人们的购物带来极大
便利。

“一箱秋月梨 1800 克大概 45 元，甘蓝 2000 克一箱 39.5
元……线上 App 下单，指定送货时间，人到家，食材也正好
送到家门口。 ”家住合肥市长江西路某小区的孔女士工作繁
忙，工作日基本没时间逛超市和菜场，经常用盒马鲜生买蔬
菜水果。

不同于传统商超或生鲜电商，盒马鲜生是互联网时代下
的新零售模式，以数据和技术驱动，采用“线上 App+线下门
店”的经营模式，线下开设门店，线上依托实体店，提供三公
里以内半小时送达的快速物流配送服务。盒马合肥营运负责
人冷智勇说，作为一家以“吃”为核心的新零售企业，盒马也
在挖掘本地特色美食，进军合肥市场以来，开发了毛豆腐火
锅、冷鲜臭鳜鱼、大别山生鲜系列等特色商品。

“合肥有‘新零售之都’之称，拥有着坚实的新零售基础
和足够大的市场空间，希望我们的到来能够加速合肥消费升
级进程，同时，助力安徽的好产品走出安徽，走向全国市场。”
盒马合肥总经理彭海东表示。

记者调查发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科技的加
持下，新零售概念兴起，改变了不少人的消费习惯。边买边烹
饪、刷脸买单、快速送货上门等新消费方式受到很多消费者
青睐。阿里、美团、京东等一些大型互联网企业纷纷布局线下
实体店，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层出不穷，成为流通发展的
新动能。

合肥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以来，重点招引新
模式新业态商业项目，京东电器超级体验店、银泰百货高新
店、盒马鲜生等商贸领域项目落地运营，加快商业结构优化
升级。

沉浸式直播间、机械魔方屏……位于合肥市望江西路上
的京东电器超级体验（合肥）店，众多科技感满满的网红打卡
点“吸粉”无数。 除了经营手机、电脑数码、家用电器，手游对
战区、智能家居体验区、宠物专区等 11 大主题体验区也让消
费者获得不同与传统购物的体验。

“这是华东地区首家 、全国第二家京东电器超级体验
店 ， 其体量也是全球屈指可数的以沉浸式体验为主的消
费电子主题超级商场，集逛 、买 、玩于一体 。 ”京东体验店
副总王春林告诉记者 ，京东超体颠覆了传统卖场模式 ，变
革和创新零售业态 ， 为消费者带来消费升级时代下更好
的购物体验。

推动“互联网+流通”发展，能提升效率、释放消费潜力，
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支撑。1 月 12
日，在省商务厅牵线搭桥下，凤阳县人民政府与美团签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打造具有县域特色的“互联网+乡村振兴”
创新示范区。 “我们将依托凤阳县资源优势， 发挥美团的平
台、渠道、研发和大数据优势，在特色产业发展、激发县域消
费活力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 ”美团华东区公共事务总监肖
春见说。

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消费双向提速，培育壮大各类消费新
业态新模式。 凤阳县委常委、副县长程洪全表示，接下来，将
开展农产品进城、消费品下乡、产地仓合作建设等产销对接、
品牌合作活动，为城镇社区用户精选高性价比的蔬果、肉禽
蛋等品类商品。

“新职业”更要靠服务立足
■ 韩小乔

遛娃师、陪诊员、汽车陪练、整理收纳师……
近年来，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精细
化，一批生活服务业新工种蓬勃而生，不断刷
新“职业版图”，但不少新职业在准入、服务、
收费等方面存在漏洞。
新职业提供新服务， 新服务源于新需求。

健康管理师因公众健康意识提升而兴起，遛
娃师因帮家长破解孩子周末玩耍难题而走

红。 生活服务业新工种应市场而生、符合社会

发展方向，具有刺激消费、稳定就业、促进经
济等重要意义。 但有的新职业缺乏行业准入
要求，导致培训考证乱象频出；有的新工种定
位模糊， 从业者职业认知不明； 有的服务混
乱，收费不透明、不合理；有的挂羊头卖狗肉、
新瓶装旧酒，以“伪概念”坑害消费者。 像所有
新事物一样，新职业新服务发展初期，难免泥
沙俱下、乱象丛生，如果服务内容不规范、服
务品质不稳定、服务合同不完善，甚至一些从
业者不具备相关技能本领，只是蹭热度、赚快
钱，不可能有广阔发展前景。

新职业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成熟稳定的
职业，应以一定标准维持从业者的数量、赋予
从业者尊严、提升社会对该职业的认可度与信
任度。因此，引领“新服务”健康发展，还需要建
章立制。 明确业务主管部门，设定合理准入门
槛，建立统一职业资格制度，对从业机构进行
审批或备案制管理，消除法律法规盲点。 越是
尽早形成统一、完善、明确的管理规范与标准，
越有利于吸引更多从业者进入，助推新工种在
合法合规中走向壮大。 随着行业成长成熟，行
业协会应以低成本方式将小微企业和个体户

纳入其中， 力所能及提供更多便利化服务，开
展有针对性培训，提升服务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 一些新职业新服务因为
尚处发展初期，呵护其成长要把握好尺度。 对
新职业行为进行界定的同时， 要采取包容审
慎的监管方式。 例如，根据各行业特点不同，
制定培训、服务、收费标准，量身定制监管方
式，既可以打击非法经营、恶意竞争，又为新
工种发展留足空间。

加强行业自律也很重要。 对从业者来说，
摆脱“小散乱”、告别野蛮生长是共同心声。 一
方面，认清自身定位，少些盲从跟风；另一方
面，以良好的服务及信誉赢得市场，主动维护
市场秩序。 无论何时何地，从业者服务至上理
念不能变、爱岗敬业劳动精神不能变。 唯有如
此，新职业新服务的价值才能凸显，整个行业
才能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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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的年货，，从哪儿买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年货购置齐全了吗？从过去走街串巷、手拎大包
小包，到如今足不出户、指尖“一站购齐”，不变的红红火火中国年，变化的
是人们买年货的方式。

1月 20 日晚，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望江
西路上的一家大型超市。 喜庆的对联、烫金
的福字、红彤彤的灯笼……品类丰富的春节
商品营造出红红火火 、 喜气洋洋的节日氛
围，整个超市年味十足。 与老虎相关的生肖
玩偶被摆放在显眼位置，引来不少顾客驻足
挑选。

“春联、红包等都是过节必须买的，还得
买些瓜子、花生等小零食，过节走亲访友的
礼盒也少不了。 ”住在附近的小区居民刘先
生正在挑选礼盒，他告诉记者，相比过去，如
今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自己买东西也比以
前“挑剔”了很多，“如果品质好，价格贵一点
也能接受”。

“迎接虎年春节的到来，合家福超市在打
造‘年货大街’时，重点突出商品服务的实用
性、创新性和地标性。 ”安徽百大合家福连锁
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刘国伟告诉记
者，随着“90 后”逐渐成为网上置办年货的主
力军，年货节的商品也在不断传承创新，今年
的“年货大街”上，不仅有恰恰、旺仔、大白兔
等传统新年必备单品， 还有时下年轻人喜欢
的 0 卡 0 糖苏打水、咖啡原液、果酒等。 “今年
冬天很流行喝水果热红酒， 我们推出了多款
适合煮水果热红酒的红酒。 ”

虽然面对着线上消费市场的冲击，但记
者在走访中发现，新年在即，商场、超市 、菜
市场等场所人气旺盛，足见线下的不可替代
性。 “新春季是黄金珠宝销售高峰期，不少消
费者有婚嫁、送礼需求。 1 月以来，银泰百货
黄金珠宝销售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近
30%。 今年，周生生、周大福等品牌主推古法
传承系列，手镯、手串热销，金钗、凤冠霞帔
的关注度也很高，吸引了不少即将结婚的年
轻人前来咨询。 ”银泰百货品牌公关部媒介
经理郭白玉告诉记者，黄金珠宝等价值相对
较高，线下还可以试戴，消费者更愿意看到
实物再下单购买。

“年货节期间，整个商场在陈设上也营造
出了浓厚的过年氛围。 1 月 22 日，合肥滨湖
银泰店将开启花灯展，届时有汉服巡游、猜灯
谜、舞狮等活动，让消费者们在购物的同时，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郭白玉说。

值得一提的是，做好疫情防控，响应“就
地过年”的号召，不少商超春节期间“不打烊”，
保障城市消费的需求。 郭白玉告诉记者，春节
期间，安徽所有的银泰门店都将保持营业，“除
夕、正月初一和正月初二 3天的营业时间会缩
短一些，到正月初三完全恢复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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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网上买了 10 罐奶粉、12 份坚果礼
盒和 2 箱水果寄回了老家。 ”老家在安庆的何
青青已定居合肥多年，每年春节前，她都要上
网大采购一番，“和爸妈商量好，今年走亲访友
大概需要准备哪些东西， 一次性购齐寄到家，
省时又省心。 ”

年货采买是当下消费者的“刚需”，各大电
商平台纷纷推出各种促销活动留住消费者。今
年年货节不仅能看到传统电商平台淘宝、京东
的身影， 新锐电商平台快手和抖音也参与其
中。 1月 9日晚 8时，淘宝、京东的年货节同步
启动， 淘宝的年货节会场商品享受跨店满 200
减 20的优惠。1月 1日，抖音开启好物年货节，
活动持续到 1 月 16 日，服装鞋包、食品、美妆、
3C 数码等不同行业商家直播卖货。 1 月 6 日，
拼多多启动年货节，并开启“好年货不用多等”
的 24小时急速发货通道。

对电商企业来说，春节前夕是冲刺销售额
的好机会。 “雪花酥、 锅巴等产品近期销量可
观，适合送礼的零食礼盒也十分畅销。”1 月 20
日，在合肥市桃花工业园区内，主打休闲零食
产品的安徽味滋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正加班
加点忙生产， 董事长魏永东告诉记者，1 月以
来，公司产品总销售额超 2 亿元。

茶叶是不少人春节送礼的首选。“徽六”副
总经理唐晨告诉记者，1 月 6 日至 1 月 20 日，
“徽六”电商渠道销售额约为 900 万元。 “线下
的主要销售对象是各中小型企业， 到了线上，
个人消费者是主力军，近年来，电商渠道的份
额逐年增长，已占到 4 成。 ”唐晨说，面向群体
不同，价位也不同。 年货采购中，线下以每斤
1000 元左右的茶叶最畅销， 线上以每斤 600
元左右的茶叶最畅销。

陕西猕猴桃、四川耙耙柑、武汉热干面……
电商购物之所以受到到广大消费者喜爱，产品
丰富齐全是重要原因之一。从各大平台发布的
年货节销售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各地特色美食
颇受欢迎。 据悉，抖音电商特设“家乡年货节”
专场，满足全国各地用户的不同需求 ,广西螺
蛳粉、新疆奶酪、河南烩面、湖北热干面、内蒙
古葵花籽瓜子是该专场中最受消费者喜爱的
商品。

作为网购年货重要的一环———物流，为消
费者随时随地网购提供了坚实的后盾。记者了
解到，京东物流已连续 10年春节送货；顺丰速
运“春节不打烊”已持续了 15 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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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早早备齐了年货，也有人热衷于“随
买随吃”。在线下单，立即送达，随着生活节奏
的加快和消费场景的多元发展， 不少年轻人
通过“小时购”采买年货。

“以前老人讲究囤年货， 现在根本不用
囤，想买什么就点外卖，一两小时就送到，再
慢一些，次日也能送达了。 ”合肥市民李蔚然
平时喜欢在网上买菜，他告诉记者，自己不喜
欢囤东西，尤其是生鲜类，即时物流配送极大
地满足了他的生活需求。 “去年春节，我就没
有提前采买， 现在走亲访友一般都会提前约
好，家里第二天来客人，我头一天从网上下单
水果零食，预约好上门配送时间，十分方便。 ”
李蔚然说。

日前，省商务厅启动 2022 年网上年货节
活动， 其中包括多家主打即时配送的平台活
动。淘菜菜年货节期间以本地商家为主，推出
“一城一味” 特色年货品牌及特色生鲜商品；
美团优选活动期间重点推出地理标识、 非遗
传承、老字号等优质商品，每日设置不同主题
场景，推出新春红包、大额年货津贴、满减等
优惠； 美团外卖开辟活动专区， 投入大额补
贴，为消费者提供限时红包、优惠满减、爆款
特价、年夜饭套餐折扣等优惠。

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新零售变革不断
深化， 电商企业纷纷借助分布式算法和智能
技术、把便利店和快递点改造成前置仓，打通
线上和线下等方式， 使同城物流的即时配送
实现了分钟达。即使在春节期间，也能保障居
民需求。

淘菜菜公共事务部安徽总监彭娟说：“淘
菜菜以社区为支点， 赋能现有社区门店数字
化升级，结合便民 500 米商圈，打造低碳便捷
的生活服务方式。 ”目前，合肥市区业务基本
全覆盖，春节期间消费者可以正常下单购买，
货品次日可送达提货点。

据了解，京东到家、京东小时购自 1 月 7
日正式开启，平台联合入驻的超市、生鲜、手
机、美妆、母婴等全品类零售商家实体门店，
成立“春节保供联盟”，春节期间门店持续营
业，并提供 1 小时送货到家服务，充分满足市
民足不出户、在线下单、随买随得的即时消费
需求。

生
鲜
美
味
﹃即
时
达
﹄春
节
照
样
﹃不
囤
货
﹄

扫
码
阅
读

更
多
内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