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里巴巴发布的《老年人数字生
活报告》显示，中国 60岁以上的银发群
体加速拥抱数字生活，疫情期间消费增
速位列第二，仅次于“00”后

●京东数据显示，近5年来，该平
台56岁以上的用户增加了269%

●美团数据表明，去年
2月，“60”后用户以 36.7%
的占比成为外卖新客增长
的主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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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以前是年轻人线上消费，老

年人线下消费。如今随着电商
的快速普及，我市网络消费人群

正呈现新特征，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消费
场景和爆红产品。

银发群体加入网购

年轻人善于接受新事物，自然也是网
购大军的主力。京东平台数据显示，近5
年来，16—25岁的用户增加了444%；去
年双11，天猫下单消费者按年龄分，“90”
后占36.8%，“80”后占27.7%。可以看出，

“80”后、“90”后已扛起网上消费大旗。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用上

智能手机，网购大军里也出现了他们的
身影，且数量快速增长。

京东平台数据显示，近5年来，该平
台56岁以上的用户增加了269%；美团
数据表明，去年2月，“60”后用户以36.7%
的占比成为外卖新客增长的主力之一。

从性别来看，以前女性是网购主力
军。如今，越来越多的男性消费者也开
始在网上买买买。来自京东的数据显
示，1月20日—2月18日全国网上年货
节期间，男性用户成交金额比5年前增
长了162%。

新兴消费人群带来了新的消费理念，
催生了新的消费场景。数据显示，越来越
多的老年人喜欢奶茶果汁、汉堡薯条、炸
鸡炸串，越来越多的男性爱上医美产品，
而年轻人则大量涌向密室桌游、密室轰
趴等小众化场景。美团点评休闲娱乐业
务部总经理梅超表示，“90”后特别是

“95”后，更倾向于刺激、沉浸、兴趣型的
玩乐消费，贡献了美团近九成玩乐订单。

“经过20多年发展，我市电商行业
在用户方面越来越多地出现银发族等
新群体，值得关注。”沈红兵分析，每个
群体的消费行为不一样，比如“90”后的
个性化、悦己型消费特征突出，银发族
更注重性价比等。因此，商家应有针对
性地开发产品、提供服务，有效满足各
类群体的消费需求。同时，政府也应加
强引导、强化商家培训，为新消费群体
壮大提供政策支持、营造良好环境。

●拼多多等电商平台数据显示，1月
20日—24日，擦窗机器人、面条机、牛排
机、洗地机、洗碗机等智能小家电的销量增
幅普遍超过100%，有的甚至超过10倍

●1月15日—1月31日，重庆苏宁易
购以干衣机、净水器、空气净化器等为代表
的健康家电，销量同比增长135%

观察
新技术引领家电消费升

级，以智能家电、健康家电为
代表的新一代家电已成为市
场主流，受到消费者追捧。

健康智能家电受宠

“这款电视有语音控制、手机投屏功能
及大量互联网影视资源，屏幕也很大。”3月
12日中午，沙坪坝区天陈路居民刘海明在
苏宁易购沙坪坝三峡广场店购买了某知名
品牌一款价格近9000元的65英寸智能电
视，十分满意。

刘海明喜欢在家里用电视看电影。他
原本有一台50英寸的电视，但他嫌屏幕
小、不能联网，所以买了这台屏幕更大的智
能电视。

记者在苏宁易购沙坪坝三峡广场店看
到，这里卖的电视全是55英寸及以上尺寸
的智能电视，其中以60英寸、65英寸和75
英寸的居多，甚至还有100英寸的。

“现在重庆人越来越喜欢大屏智能电
视，很多消费者都看不上50英寸及以下尺
寸的电视了。”TCL导购员告诉记者。

据了解，今年1月15日—1月31日，重
庆苏宁易购旗下卖场大屏智能电视销量同
比增长95%，增长势头迅猛。

除了大屏智能电视，还有不少智能家
电受到热捧。

在重百电器世纪新都家电馆，扫地机
器人，具有自动调节温度、语音留言、绑定
手机等功能的智能冰箱，可用语音控制的
空调，可远程操控的洗烘一体机等智能家
电，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咨询、选购。科沃斯
导购员称，今年以来，该品牌扫地机器人销
量持续增长，其中一款产品今年1月份就
比去年12月份多卖出七八台。

同样受到追捧的还有健康家电。重庆苏
宁易购相关负责人透露，1月15日—1月31
日，该公司家电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58.6%。
其中，以干衣机、净水器、空气净化器等为
代表的健康家电，销量同比增长135%。

智能家电、健康家电为何受青睐？廖
成林分析，因为消费者尝到了智能家电、健
康家电给生活带来的好处，比如更便捷、更
舒适，符合消费品质提升的需要。这是新
技术引领的一股家电消费潮流，相信这股
潮流还会持续很久。

1010倍倍
●洋码头日前发布今年前两个月奢

侈品消费数据显示，在奢侈品消费力上，
重庆位列全国城市第八

●今年春节期间，观音桥商圈化妆品
和黄金珠宝类商品销售额分别占到百货
商场销售总额的30%左右

观察
消费向品质化方向升

级的趋势愈发明显，消费者
购物不再只关心价格，更加
注重品牌和品质。

购物愈发看重品质

3月13日，夜幕降临，观音桥商圈依
旧人流如织。新世纪百货世纪新都一楼，
化妆品专区摆放着口红、面霜、香水等各
种价格不菲的化妆品。30多岁的蒋小姐
逛了一会儿后，购买了某知名品牌一款
1000多元的面霜。

“选购化妆品一点儿也不能马虎。我
首先考虑的不是价格，而是品质，比如安
全性、是否适合自己的皮肤等。”蒋小姐说。

世纪新都相关负责人介绍，从春节前
至今，化妆品、服装都是商场热销商品。
不过，很多顾客并不仅仅是冲着促销优惠
来的，而是更看重品质、选择品牌。如2
月份前6天，商场化妆品中的SKII销量环
比前一周增长1倍以上，香奈儿销量环比
前一周增长近40%；服饰类商品中，1500
元左右的服装卖得最好。

世纪新都中高端服装、化妆品受到青
睐，仅是重庆人升级消费品质的一个缩影。

江北区商务委监测，今年春节期间，
观音桥商圈重点企业累计销售额达
24041万元，比2020年同期增长243%，
比2019年同期增长33%。其中，化妆品、
黄金珠宝、服装及手机是热卖商品，化妆
品和黄金珠宝类商品的销售额，更是分别
占到百货商场销售总额的30%左右。

随着市民消费向品质化方向升级，越
来越多的国内外知名品牌入驻重庆。

今年1月26日，西班牙百年皮具奢华
品牌LOEWE（罗意威）重庆首店在星光
68广场开业。在此之前一个月，沃尔玛旗
下高端会员制商店——山姆会员商店也
在重庆开出首店。据联商网零售研究中
心不完全统计，2020年重庆新开首店达
到91家，其中全国首店7家、西南首店26
家、重庆首店58家。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廖成林认为，消费向品质化方向升级，最
根本的原因是老百姓消费能力持续提升，
不再满足于吃饱穿暖这样的基本消费需
求，而是通过消费满足更好的物质需求和
精神需求。

第八第八

观察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

高、工作压力增大，对健康
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升，随
之而来的就是对健康类消
费品的关注越来越高。

消费更加关注健康

上周末，35岁的李晓红在网上买了
3款按摩仪。“对着电脑画图久了，脖子
经常酸痛。”李晓红在市内一家建筑设
计公司上班，她说：“按摩一下，觉得很
舒服。”

京东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按
成交金额排名，居家单品前20名中，健
康类产品占了8席，其中按摩仪在居家
单品中居第三。记者了解到，除了按摩
仪，人们还热衷于网购足疗产品、燕窝、
虫草、餐具消毒机、防护服、口罩等。

不仅是按摩仪等与健康有关的设
备，凡是与提高身体机能有关的产品都
比较受欢迎。美团数据显示，今年2月，
重庆最受欢迎外卖品类20强中，沙拉、
轻食等健康餐饮首次上榜，一起位居第
18位，这也是它们近3年来首次上榜月
度榜单。京东数据显示，去年11月1日
（即双11正式开售第一天），京东平台上
重庆滋补养生品成交额同比超200%，其
中燕窝、虫草成交额同比增长均超3倍。

实际上，健康消费不只是在线上渠
道火爆，在重庆的商超、便利店、药店等
线下渠道同样红火。

支付宝提供的数据显示，2019年
12月—2021年2月，重庆区域大润发
超市吃穿用产品销量榜单上，足盐位居
第十。“大润发超市在重庆开了5家店，
而这5家店都在区县，说明不只是中心
城区的市民重视健康，区县消费者的健
康消费观念也在增强。”大润发超市相
关负责人说。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沈红兵分析，
人们对健康的重视，是社会经济水平
提高的反映。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
市民对健康的关注再次提升，逐步改
变老旧消费习惯，健康消费已从过去
购买保健品拓展至饮食、运动、家居等
多类商品和服务。

362362%%
●京东数据显示，1月20日—2月

18日商务部组织的全国网上年货节期
间，重庆成交金额增长品类中，生鲜位
居榜首，同比5年前增长1011%

●美团数据显示，今年除夕当天，
重庆外卖订单量同比增长70%，订单量
按城市排名，重庆居全国第五、西南之首

●今年1月18日—2月18日，通
过网络接单，重庆带动约
25万单各类家政服务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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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以前人们在网上买得较

多的是日用品、家电、衣服
等，疫情后网上买菜开始盛行。如今，
网络消费品类呈现更加多元的态势。

“大白菜、眉毛肉、鸡蛋，这些都是
网上买的，中午下单下午就送到家了。”
3月10日上午，家住渝北区约克郡汀兰
小区的王阿姨高兴地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以前到菜市场买东西，大包小包提
起累，现在网上买太方便了，还节约不
少时间。”

王阿姨在网上买生鲜已有半年了，
之前每天上午都是她逛菜市场、超市、
生鲜便利店的时间。王阿姨说，不仅她
爱上了网购，她周围很多老邻居、老朋
友也经常在网上买菜。

实际上，除了在网上买生鲜，越来
越多的产品和服务通过网络进入人们
的生活。

比如点外卖，美团数据显示，今年
除夕当天，重庆外卖订单量同比增长
70%，订单量按城市排名，重庆居全国
第五、西南之首。

再比如订酒店，携程数据显示，今
年春节假期，重庆人在城市及近郊酒店
的订单量排全国城市第九。

就连生活服务，不少市民也通过
网络下单。家住江北区寸滩街道溉澜
溪社区的吴小香，主要从事工程概预算
方面的工作，由于许多项目年后开工，
她也少了一些照顾家庭的时间。“昨天
在网上找了一个阿姨，今天上午就来面
试了，感觉人挺好，明天就来给我家做
清洁。”3月9日，吴小香对记者说，请月
嫂、找维修工……这些事她都在网上
搞定。

市商务委数据显示，今年1月18
日—2月18日，通过网络接单，重庆带
动约25万单各类家政服务消费。

“网络改变了市民的消费习惯，大
家在网上消费的品类越来越多元化。”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网购品类更加多元

●京东数据显示，1月 20 日—2
月18日全国网上年货节期间，重庆成
交金额增长品类中，健康医护产品居
第二，同比5年前增长 362%

●京东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
按成交金额排名，居家单品前20名中，
健康类产品占了8席，其中按摩仪在居
家单品中居第三

今天是“3·15”国际
消费者权益日。近年来，
在重庆消费领域，除了消
费者的权益更加受到保
护外，另一个令人关注的
现象是消费持续升级，包
括直播带货在内的新业
态不断涌现。

重庆人的消费正朝
着哪些方面升级？有什
么特点？重庆日报记者
梳理多家电商平台及商
家的消费数据，力求窥一
斑而知全豹。

核心提示

□本报记者 向菊梅 黄光红

▲2月6日，江北区新世纪百货世纪新都，消费者正在选购进口品牌彩妆。（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消费者在
位于两江新区的
重庆首家山姆会
员商店购物。（本
报资料图片）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位于寸滩
保税港的京东超
体内，工作人员正
在给市民讲解热
卖的家电产品。
（京东超体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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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大数据看重庆消费升级新趋势

（上接3版）
三、切实加强监督工作，确保国家机关依法

履行职责。监督工作要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
来开展，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推动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为顺利完成
改革发展稳定各项目标任务发挥职能作用。

根据监督工作计划，预安排了29个监督项
目。切实承担好推进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拓
展改革、监督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两项职责，听取
审议计划执行、预算执行、决算、审计工作、审计
查出问题整改、国有资产管理、环保目标完成情
况等7个工作报告，修改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
查监督的决定、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
定。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好专项工作监
督，听取审议关于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长江流域生态环保、雄安新区和白洋淀生态保
护、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财政交通运输
资金分配和使用、教师队伍建设、文物保护、“七
五”普法决议实施、知识产权审判、控告申诉检
察等10个专项报告，作出“八五”普法决议。坚
持做好立法与推进法律实施并重，检查企业破
产法、畜牧法、中医药法、消防法、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公证法等6部法律的实施情况，推
动法定职责、法律责任得到严格落实。结合听
取审议关于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检查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开
展2次专题询问。围绕财政补贴管理与改革、
发挥海外侨胞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重要作
用、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自然保护地体
系建设、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推进监察监督全覆
盖等，开展6项专题调研。进一步完善监督工
作机制，改进方式方法，增强监督工作实效性。

四、切实加强代表工作，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
用。深入落实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制度，健
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联系代表机制，拓展联
系深度、增强联系实效。强化代表对常委会和专
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立法、监督、对外交往工作
的参与，紧紧依靠代表做好人大工作。提高代表
议案和建议工作水平。支持代表密切联系群众，
丰富代表小组活动形式，鼓励代表就近参加代表
联络站、代表之家、基层联系点的活动。加强代表
服务保障工作，继续建好代表履职信息化平台。
加强全国人大网络学院建设，完善代表系统培训
机制。支持原选举单位依法监督代表履职，推动
代表履职档案规范化建设。实施新修改的选举
法，做好全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五、切实加强人大外事工作，深化和拓展各
层级各领域交流合作。围绕国家外交总体布局，
发挥职能作用，统筹安排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的对外交往。认真组织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外
事活动，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对外交往，深化机制
交流和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工作机构交流，积
极参与议会多边机制活动。围绕国家核心利益
和重大问题主动发声，宣介中国道路、制度和政
策、理念、主张。

六、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夯实履职的思想政
治组织基础。发挥常委会党组集体学习的带动
作用，办好常委会专题讲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切实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研究。深入研究常委会
运行机制，认真贯彻执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议
事规则，认真贯彻执行常委会会议、委员长会议、
专门委员会会议有关制度规定。更好发挥专门委

员会作用，切实做好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工
作，支持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全面参与立法、监
督、代表、外事等工作。更好发挥常委会工作机
构作用，提高全国人大机关参谋服务保障水平。
全面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驰而
不息改进作风。健全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加强
新闻舆论工作，全面深入宣传报道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建设和人大工作新进展新成效。加强与地
方人大的工作交流，密切工作协同，提升工作合力。

各位代表！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把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履行好，
把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完成好，以优异成绩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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