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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主厨的荣耀》

四特酒强力“圈粉”
7月 28日起，每周三爱奇艺全网独播全国首档全能主厨

竞技真人秀《主厨的荣耀》以不一样的厨艺视角成功圈粉了无
数消费者。作为该档节目的赞助品牌，四特东方韵在收获超
高人气的同时，进一步赢得了年轻消费群体的青睐，提升了品
牌美誉度和影响力。

节目播出后，好评如潮。四特东方韵通过“美食+美酒”
的组合，让更多消费者在感受美食背后的情感故事、人文情
怀、地域特色等文化特征的同时，也看到四特东方韵的历史底
蕴、品质坚守，让“世界因我而不同”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四特东方韵作为四特酒的超级大单品，上市 11年来，凭
借品牌、品质、文化多方位输出，在全国化之路上稳步前行，目前
除了占据江西、福建两大优势市场之外，还进入了广东、河北、湖
南、河南、浙江、江苏等白酒大省，在巩固省内的基础上，在全国
多个市场多点开花，形成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余 锦）

商务部规划未来步行街
鼓励智慧商店、快闪店、无人店等

近日，商务部就《步行街高质量发展工作指引(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了智慧商店、快闪店、无
人店等多个业态优化方向，鼓励推动业态创新发展。比如，适
应消费升级趋势需要，鼓励增加休闲娱乐、亲子体验、生活服
务、文创艺术、文化展演等体验业态，举办各种新奇特、参与感
强的活动，吸引更多年轻消费群体，满足新兴消费需求。其中
特别提到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无人便利店、无人餐厅、
快闪店、3D试衣间等零售业态，引领新业态发展，促进市民和
游客便利消费、体验消费。 （辛 化）

新能源汽车检测收费

不得混合标价或捆绑销售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检测收

费的公告，要求明确标示每一个项目和标准，禁止混合标价或
者捆绑销售。对不区分环保检测、安全检测等具体服务项目，
采取打包收费、“一口价”等收费形式的，属于捆绑销售，违反
明码标价相关规定。

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保有量不断增长，检测服务需求日
益旺盛，优化检测项目设计、规范车辆检测收费成为促进新能
源汽车发展的重要因素。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对北京、上
海、重庆、深圳、杭州、济南、武汉、长沙、成都、昆明、九江11个
城市机动车检测收费情况进行了抽查，发现部分城市在纯电
动汽车检测收费中不列明具体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将不应
收取的“尾气检测费”打包进年检费一并收取。

公告明确，各机动车检测机构要根据新能源汽车结构特
点，设立真实合理的检测收费项目，列明服务内容，做到明码
标价、诚信经营，不得就未真实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市场监
管部门要加强对机动车检测检验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严肃
查处哄抬价格、串通涨价、不明码标价等价格违法行为。行业
协会要加大指导力度，发挥好政策宣传、沟通协作、指导引导
作用，强化行业自律。鼓励和支持群众积极监督价格违法行
为，及时通过全国12315平台或者热线投诉举报。 （业 鹏）

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总体不合格率为2.34%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 2021年上半年市场监管部

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显示，2021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
管部门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1808640批次，依据有关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等检验，检出不合格样品42412批次，总体不合
格率为 2.34%，餐饮食品、食用农产品、酒类等 13类食品抽检
不合格率有所上升。

针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部门已及时向社
会公布监督抽检结果，并督促有关生产经营企业下架、召回，
严格控制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按有关规定进
行核查处置并公布信息。 （杨 师）

直播带货兴起于 2016 年，近几年，这
种用互联网直播的方式展示、讲解、销售
商品的新模式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线下交易受到冲击，

“直播间”被搬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农
民主播叫卖自产果蔬，厂商为自家产品
站台……直播带货让供需快速对接，有
效地推动了消费复苏。今年以来，我省
多种新型消费加速涌现，电商直播、直播
带货、拼购团购等在线消费新业态层出
不穷,从而扩大了居民消费空间，展现出
强大的生命力。

“直播间”下单比店内买便宜

“你看中的这款衣服，半小时后我们店
在抖音上有个直播，直播间下单比你现在
店内直接购买，要便宜三百五十元……”近
日，在南昌某某奥特莱斯大型商场的一家
知名品牌服装店内，销售员提出建议：去
直播间下单购买，不仅比在店购买便宜，
而且可以包邮到家。

疫情期间，不少消费者似乎已经习惯
了这种新型购物方式。原本人气不旺的
这间大型商场的服装小店，将同一商品直
播价与店内价拉开数百元的差距，店员直
接向进店客户推荐直播间的做法，还是让
人感觉“幸福来得太快”，以后还用开车来
逛这家店吗？

不同于服装店，在江西某酒企厂长的
抖音直播间，每晚都能看见一张熟悉的面
孔，那是该酒厂厂长老萧。作为酒厂厂
长，老萧对于直播的坚持，既是对自家产
品品质的保证，也是对产品创新发展软实
力的信心。

城乡同步促消费升级

近日，江西省永修县、浮梁县、于都
县、寻乌县、丰城市、樟树市六县(市)，被财
政部、商务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三部门正
式确定新增为 2021年国家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县，每个示范县可获中央财政
2000万元资金支持。截至目前，我省已有
52个县（市、区）列入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建设。

今年上半年，在直播带货、线上团购、
企业自播等在线消费新业态带动下，全省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510.1亿元，同比增
长 3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8.3 个百分
点，两年平均增长 12.2%。其中，上半年全

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7.1 亿件，同比增
长 70.6%，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4.82个
百分点、排第二位；网上零售额超过 1100
亿元。上半年，限额以上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同比增长 46.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7.4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44.1%。

10.11亿网民带来线上消
费大市场

数据显示，截至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1.6%。十亿用
户接入互联网，形成了全球最为庞大、生
机勃勃的数字社会。互联网及科技企业
不断向四五线城市及乡村下沉，带动农村
地区物流和数字服务设施不断改善，推动
消费流通、生活服务、文娱内容等领域的
数字应用基础服务愈加丰富。

截至 6 月，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
的比例达 99.6%，农产品网络零售规模
达 2088.2 亿元，全国乡镇快递网点覆盖
率达到 98%，有效打通了农村消费升级

和农产品上行的末梢循环。

提高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水平

2020年以来，相关部门大力推动互联
网应用适老化水平及特殊群体的无障碍
普及。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
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工
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
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提出优先推
动115家网站、43个APP进行适老化改造，
着力解决老年人、残疾人在智能技术面前
遇到的困难。

据统计，截至今年 6 月，我国 50 岁及
以上网民占比为 28%，较 2020年 6月增长
5.2个百分点。随着我国银发群体规模逐
年增长，对老年健康服务消费的关注，成
为各互联网平台在在线医疗领域切入的
重点方向。此外，智能化养老不断发展，
智能设备成为“直播+电商”健康消费的突
破口。

直播平台要始终把消费者
利益放在首位

根据《江西省“十四五”消费升级发
展规划》提出，我省城乡市场发展要准确
把握消费升级的新趋势，注重供需互促
提质量，持续开展消费品增品种、提品
质、创品牌行动，有效增加江西本地优质
商品和服务供给。统筹线上线下兴市
场，大力建设体验式、互动式、综合型消
费场所，支持平台经济、网红经济、社交
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做活做优线上
线下消费市场。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来自
12315平台共接受与直播相关的投诉举报
2.19万件，同比增长479.6%，其中与直播带
货相关的占比近六成。问题主要集中在
产品质量不过关、夸大宣传诱导消费者冲
动消费、售后退换货难以保障等。

专家指出，直播平台在带动消费的同
时，要始终把消费者利益放在首位，从供
应链、流通链等多方位保障消费者权益。

一般食品投诉位居商品类
投诉首位

省消保委有关负责人指出，目前我省
食品类投诉主要有以下几类问题：一是销
售的产品本身存在质量问题；二是商家对
产品虚假宣传功效，误导消费者；三是销
售的食品一部分卫生不合格，个别商家销
售三无产品等和违规超范围经营。

案例一：2021年4月8日，消费者来电反
映在抚州市临川区赣东大道某食品店，购买
了4包菜梗，拆开后发现该食品里有香烟过
滤嘴包装纸，消费者认为该食品存在质量安
全问题，要求商家进行赔偿，随后临川区市场
监管局执法人员立即联系消费者了解情况，
并进行现场核查。经调查，该商家确实存在
消费者所说的上述问题。经临川区市场监管
局调解，商家同意赔偿消费者200元。

家具用品类投诉位居商品
类投诉第二位

家具用品类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质量问题高居榜首；二

是商家发货时间未按照约定时间送达；三
是合同违约，承诺不兑现。

案例二：消费者徐女士在南昌市青云
谱区一家具店，订购了一款柜子，反映商
家未按照合同上的时间和位置安装，徐
女士希望商家按照合同约定的位置重新
安装柜子，请求相关部门依法调解。青
云谱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接到投诉
后，联系该家具店，告知消费者的诉求，
并向该家具店相关负责人宣传相关法律
法规。经过调解，商家同意重新为消费
者安装柜子。

服装、鞋帽类投诉位居商
品类投诉第三位

消费者投诉的主要问题有：一是服装
质量参差不齐，购买的服装短时间内出现
褪色、变形、面料起球;二是商家售卖的鞋子
在短时间内出现脱胶、鞋面脱皮、断底等质
量问题；三是部分经营者不履行销售承诺，
拒绝退换货或维修、补偿等要求；四是网商
对服装鞋帽的款式、颜色、大小等虚假标注
或标注不准确，对消费者产生误导。

案例三：新余市渝水区沿江路某鞋业
店，新购皮鞋第三天脱胶，消费者与商家
协商要求更换，商家未做处理，双方协商
无果，请求市场监管部门调解。经渝水区
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调解，商家已同意为
消费者更换。

餐饮、住宿消费维权纠纷集中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我省餐饮和住
宿纠纷主要有以下几点问题：一是食物
出现变质、过期等卫生安全问题；二是部
分网购食品属于三无产品；三是餐饮场
所卫生条件差、餐具不洁，工作人员操作
不规范，消费者用餐后出现腹痛、呕吐等
不适症状等。

案例四：九江市濂溪区消费者沈女士
反映，在某餐饮店用餐时，发现个别菜品
存在卫生不合格且存有头发现象，随后消
费者与商家协商希望免单未果，请求相关
部门依法调解。濂溪区市场监管局工作
人员接到投诉后，联系到该餐饮店负责
人，告知消费者的诉求，并向餐饮店负责
人宣传相关法律法规。经过调解，商家减
免630元餐费，双方成功和解。

美容美发服务类投诉问题不少

美容美发服务类投诉主要存在以下
问题：一是部分没有经营资质的店家擅自
从事美容、美发甚至吸脂、隆鼻等医疗性
美容服务项目；二是个别商家使用质量不
合格的美容美发产品，造成消费者皮肤过
敏等；三是以免费试用为诱饵，将消费者
骗至店内后，强迫消费者购买美容产品或
者办理美容卡等；四是消费者办理预付卡
后，经营者擅自变更预付费合同条约、出
现中止消费退款难、企业变更履约难、携
款逃逸追款难等。

案例五：吉安市吉水县消费者郭女士
于2021年6月在某美容美发店花费399元
购买了 6 次滚针项目，在做完 2 次滚针之
后，全脸发红、刺痛，商家说是正常现象，
要坚持每天喷水，随后在该店购买了修复
水 409元，使用两个星期后脸颊两块皮肤
泛黑。消费者与商家协商未果，无奈郭女
士向吉水县市场监管局投诉，吉水县市场
监管局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联系到该店
负责人，告知消费者的诉求。经调解，双
方达成一致，商家赔付3047元。

消费升级动力强劲，电商直播、拼购团购等新业态发展迅猛——

直播带货 消费升级新趋势
吕宙巡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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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投诉、餐饮住宿纠纷分列投诉榜首

我省上半年消费维权五大热点案例
东 来

近 日 ，“2021
中国数智化营销
创新大会”在昌召
开，会场外一字排
开的开放式“直播
间”引人注目。在
自搭的直播消费
新零售场景中，互
联网女主播们，正
为现场直播售卖
农副产品备课。

宙 巡摄

根据我省投诉举报平台消费维权投诉统计情况，省消保委面向全省消
费者发布了五大消费维权热点案例，包括食品、家具用品、服装鞋帽，以及
服务类餐饮住宿、美容美发等。

消费无时不在，从古到今，从今往

后，一天24小时，一年春夏秋冬；消费无

处不有，从城市到乡村，从线上到线下，

吃穿住行，柴米油盐……消费是生活，消

费是态度，消费是文化。这是我们办好

《消费》版的初衷。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是我们办好《消费》版的遵循。我们将宣

传好全省各地统筹培育和发展国内国际

两个消费市场的好经验、好做法，引领新

消费，助推消费转型升级。

消费对我们来说，是一顿色香味俱

全的美味，是一趟诗和远方的旅行，是一

本生活百科全书，是电脑前的一束鲜花，

是下班后的一杯奶茶……希望读者踊跃

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和我们一起经

营购物天堂、参与品牌展示、搞活会展经

济、体验交通畅行、品味赣菜风味，共同

烹制好这道精美的《消费》“大餐”。

消 费 资 讯消 费 资 讯

临近消费旺季, 萍乡市湘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
超市、农贸市场等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切实保障广大消费
者“舌尖上的安全”。 贺刚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