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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网上年货节新意浓
期间网络零售额 92.75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7.49%
“带美好回家”
“老字号过大年”
“春节‘超
级周末’”
“年货搬回家”
“重庆年货推出去，好
物买进来”
“ 全国年货网上购·山城活动本地
享”
“重庆杂包邮亲情”
及寻味武隆网上年货节
……牛年新春，丰富多彩的 2021 爱尚重庆·网
上年货节让消费者舒舒服服享受到“云端”过
年的便捷与欢乐。
据第三方大数据公司数据监测，网上年货
节举办期间，重庆网络零售额 92.75 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 47.49%，参与年货节商品销售
额 25.23 亿元。

电商平台各施新招奇招
重庆市商务委电商处处长何渡介绍，今
年，重庆联动阿里、京东、苏宁、美团、拼多多等
全国龙头电商平台带动作用和香满圆、易宠、
彭水赶场、爆品王等重庆本地电商平台，围绕
重庆特色年货商品举办多场网络活动，采取
“平台补贴”
“红包雨”、发放大礼包、发放消费
券、兑换现金券、万人拼团、限时秒杀、直播导
购、产品抽奖等促销措施，让老百姓享受到云
上消费的实惠。
盒马鲜生重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针对
重庆人过年习俗，盒马联动中华老字号重庆白
市驿板鸭、丰都麻辣鸡、以烧白、腊肉为代表的
重庆九大碗菜肴等相关食品企业，为消费者提
供到家消费服务。
“春节期间，
仅线上餐饮消费
就比往年增长 150%。北方的饺子也颇受重

庆消费者青睐，
线上销量增长一倍多。
”
该负责
人表示。
阿里巴巴本地生活、
美团外卖、
重庆市各餐
饮协会、华龙网爆品王本地生活平台等数字化
生活服务平台自2月1日开始，
联合广大餐饮企
业或餐厅 278 家，
开展送年夜饭到家活动，
让消
费者有机会线上线下遍尝本土特色、
传统中餐、
中式快餐、洋快餐、网红新菜等美食。
在活动中，重庆本土社区电商平台“爆品
王”联合 N37 月光之城商业中心 25 家本地餐
饮商户开展“渝味食足”爆品年货超级盛宴专
场活动，举办画糖人、写春联等多项民俗文化
活动，推出年夜饭送到家活动，平台交易总额
690 万元，
活动期间订单量同比增长 219%。
抓住线上年夜饭送到家机遇，
重庆本土品
牌企业阿兴记大饭店也实现了永辉生活、美
团、公众号线上销售大卖。
“线上消费是堂食的
十倍以上，销量超出我们与合作方的预期，甚
至出现准备不够充分的问题。
”
董事长刘英说，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
已率团队复盘春节销售经
验，为元宵节再战作足准备。
据美团外卖发布的数据显示，除夕当天，
重庆市外卖订单量同比增长 70%，紧随北京、
上海、深圳、广州之后，位居全国第五，西南之
首。不仅午夜饭、团年宴成为春节餐饮市场主
旋律，各大特色餐饮企业也是生意兴隆，梁山
鸡、受气牛肉、沸腾蛙、三斤耗儿鱼等品牌网红
餐厅，
春节期间所有门店均正常营业，
受到广大
市民热情追捧。全市重点监测餐住企业德庄火

锅、
枇杷园火锅、科力大饭店、肘子火锅营业额
同比分别增长 8.8 倍、7.3 倍、6.1 倍、4.6 倍。

新模式新业态带货力强
利用直播带货新模式，
重百创客春节直播
销售家电用品吸引观看总数 6.4 万，引导成交
金额 15 万元。盒马鲜生仅一场直播即吸引
20 万 用 户 到 访 直 播 间 ，引 导 成 交 金 额 5 万
元。永辉超市开展 7 场直播带货活动，观看总
数 34.95 万人，
引导成交金额 45.51 万元。
永川区组织当地特产农产品，利用抖音、
腾讯视频号、邀耍重庆等平台直播开展了 10
场专场直播活动，观看总数达 15.82 万，访问
数达 18.57 万，引导成交金额 11.9 万元。万盛
区通过淘宝直播销售腊肉、香肠等年货产品，
吸引观看总数 12.39 万人，访问人数 17.53 万
人，
引导成交金额 10.5 万元。
重庆特产品牌“陈麻花”和齐齐真味火锅
底料利用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通过薇娅等
头部主播带货、门店自有主播带货和年货促销
结合的形式宣传引流，
通过多款爆品引流加满
减及满赠活动，提升了关注度，大幅度增加店
铺访客数，有效提升转化率，销售业绩实现大
幅增长。
推动地方特色化发展云上消费，
重庆武隆
区举办 2021 寻味武隆网上年货节，实现销售
434.67 万元，较平时增长 78%，带动农户销售
香肠腊肉 7000 斤，销售土鸡 2300 余只，鸡蛋

70000 余枚，大米 37 吨，菜油 2273 桶，新增下
单客户 23954 人，浏览量 60 余万，公众号新增
粉丝 1 万余人。
酉阳县自年货节举办以来成交 100 余万
单，成交金额 4300 万，较平时增幅 30%。县
内企业庆春商贸公司消费扶贫金额达 75 万
元，辖区内永辉生活线上日均配送 1300 单，美
团优选日均配送 23000 单。
抓住云上年货节机遇，
酉阳县还组织了一
期电商直播培训，通过边学边播的教学方式，
新建了 9 个直播团队，其中开展直播 200 余
场，
累计观看量超 300 万人次，
带货 150 万元。
云阳县组织本地电商平台、网商开展云尚
年货节活动，开设年货、美食、果蔬等 6 大专
区，在年货节期间，实现网络零售额 1.76 亿
元，
较平时增长 37.5%。
重庆主城南岸区联手石柱县、巫溪县 50
家多家 3C 数码、食品类商家，上线 300 种特色
商品，通过“京东云上集市”等系列特色活动，
并联动京东商城、京东物流、京东直播等生态，
为消费者带来一场智能化、巴渝风、数字化的
年货采购盛会，获得订单 6.46 亿元，实现增长
106%。
何渡表示，线上年货节影响力大、带动性
强，不少企业尝到甜头，不断丰富线上销售和
推广渠道，创新融合方式。近期,重百创客将
家电销售与热榜电影《你好，李焕英》相结合，
持续升温线上消费。预计到元宵节，
重庆还将
迎来新一轮线上消费热潮。
（俞 芳）

贵州网上年货节实惠足亮点多
本报讯 让利打折、全场特卖、满减特惠、
积分兑换、直播带货……贵州商务厅联合相
关部门，组织指导电商平台，
以
“防疫情、保供
应、促消费”为目标，打造了“居家嗨购·一码
贵州网上过年—2021 网上年货节”，让“后疫
情”时代的第一个春节消费品市场气氛“活”
起来，让市民过了一个“不打烊”的春节。数
据显示，活动期间，贵州省累计上线产品 4 万
余款，累计销售额 3.3 亿元，同比增长 51%。
政企联动，形成合力。贵州省商务厅通

过下发文件、会议座谈等形式，
加强部门通力
协作、共享信息，
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内疫情防
控要求，
保障年货节期间运输渠道畅通，
指导
各地优化市场供应，
强化线上消费防疫措施，
全力做好消费者权益保障相关工作。贵州盒
马鲜生保障供应不断档，每日为贵阳市民供
应近 10 吨蔬菜以及百余吨民生品。贵州美
团联动平台商户提供优质资源供给，陆续在
线上推出年夜饭套餐和新春套餐等产品以满
足各类家庭的外卖年夜饭需求。苏宁易购通

贵州春节消费市场活跃
购 销 两 旺
本报讯 牛年春节，贵州省商务厅
按照省委、省政府有关工作部署，认真
贯彻落实“就地过年”有关工作要求，扎
实做好保供稳价工作。春节期间，贵州
省消费品市场气氛活跃，消费信心足，
需求旺盛。据全省 71 家重点零售和餐
饮企业监测显示，春节期间，贵州消费
市场零售销售额同比增长 42.62%；餐
饮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2.55%。
热点商品销售亮眼。贵州省商务
厅牵头组织了“多彩贵州·暖心冬季”
“居家嗨购·一码贵州网上过年—2021
网上年货节”等线上促消费活动，以及
“安心消费”
“ 南明惠生活”
“ 乐购”等惠
民促销活动的线下促消费活动。春节
期间，贵州省监测的 9 家百货店及 12 家
超市，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258.92%、
2.92%。其中，饮料、烟酒、服装作为传
统热点商品销售向好，销售额同比分别
增长 0.23%、18.46%、26.84%；金银珠
宝 、服 装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568.52% 、
205.68%。专卖店同比增长 10.99%，其
中汽车销售额达 2552.42 万元，同比增
长 22.76%。
餐饮市场红火时尚。年夜饭、亲朋
聚会、家庭便餐等餐饮消费需求旺盛，
据统计，贵州省重点监测的 33 家餐饮
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041.77 万元，同比
增长 22.13%。大众消费群体餐饮消费
理念发生新变化。
“便捷式”年夜饭受热
捧，贵州省鸿福盛宴、香格里拉等餐饮
企业推出各具特色的半成品年夜饭外
卖服务，得到消费者青睐。
“ 节俭型”餐
饮消费推广力度加大，重庆老火锅、潮
牛庄园牛肉馆等餐饮企业主动提供“半
份菜”
“ 小份菜”点餐服务，有效引导消
费者适度合理点餐，避免产生餐桌浪

费。健康绿色餐饮消费成潮流，
“公筷、
公勺”、分餐制、简约适度、绿色环保的
餐饮方式，
成为饮食消费新时尚。
夜间消费增长明显。贵州
各地积极打造丰富的夜间
消费场景，天河潭-贵阳
故事街水景灯光秀，青
岩古镇“魅力青岩 大
明志”，云岩万达大上
海、印象城打造星光集
市、夜间嘉年华，贵阳
甲秀楼、花果园双子塔、
金融城、未来方舟灯光秀
轮番上演。集“食、游、购、
娱、体、展、演”等多业态的“夜
间经济”正持续升温，已成为拉动消费
增长的新引擎和城市经济的新蓝海。
市场运行平稳有序。贵州各级商
务主管部门强化精准服务，加大货源组
织力度，确保群众春节期间重要商品的
市场供应稳定。贵州商务厅牵头组织
省级储备肉投放工作，有效平抑了猪肉
市场价格，保证春节期间猪肉市场供应
充足，稳定市场预期，满足群众消费需
求。同时，贵州省商务厅落实防疫政
策，
积极引导企业做好就地过年保障。
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据监测，截
至 2 月 17 日，贵州省粮食、猪肉、禽类、
蛋 类 、蔬 菜 储 备 量 分 别 为 336.88 吨 、
11.58 吨、28.05 吨、96.95 吨、143.81 吨；
其 中 ，猪 肉 储 备 量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52.91%。从销售量来看，重点监测的
24 家商超数据显示，2 月 11 日-17 日，
猪肉、蔬菜、蛋类销售量分别为 96.22
吨、111.08 吨、423.56 吨，较去年同期分
别增长 139.15%、246.78%、51.43%。
（黔 宣）

过贵阳市所有线下门店开展以旧换新补贴、
对口对接，强化协作。遵义汇川区依托
家电下乡补贴、年货节补贴、银行分期满减、 “遵品入沪”
消费扶贫电商平台，
举办
“年货合
专场品类团购日、服务福利等多种专项促销
集，
年前团购”
活动，
对接上海职工工会、企事
活动，
助力节日消费。
业单位等进行线上团购活动。广东、浙江、江
活动形式多样，亮点纷呈。贵州各地多
西等工会单位集中采购黔东南州 47682 份年
形式多样化开展年货节活动，开展系列跨年
货产品，销售额达 1216 万元。黔西南州积极
迎新促销活动。
“一码贵州”商城组织以贵州
对接省外渠道，创下最高日销量 569 单，通过
为主的农产品，同时丰富全国其他特产、各类
快递直发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实现交易额
进口商品，
满足群众购买年货节商品的需求； 10.2 万元。
“一码贵州”
平台联合各地政府、商
通过满减、直降、打折等促销方式，向群众提
务局等积极对接工会、退伍军人、农行、商会
供低至五折的贵州特产，通过囤年货、买土
及其他对口帮扶渠道配合进行年货集采，共
货、
送年礼、
买洋货、
“年货节不打烊，
过节也可
同打造贵州山珍、年货腊味、小吃等搭配的暖
把单下”
等各个专题会场进行线上销售，
主会
心礼包 9 款，由“一码贵州”运营配合地方政
场合计销售 564.33 万笔订单、12484.6 万元。 府进行派送，贵州年货礼包系列合计销售
遵义市在
“淘优卖”
“京东遵义馆”
等平台开展
2300 件。
了多场次直播，
销售金额达 705 万元。
“一码贵
稳定市场，保障供应。贵州各级商务主
州”
平台联合贵阳清镇市、开阳县，
组织餐饮、
管部门强化精准服务，
加大货源组织力度，
指
汽车、超市等企业，
在
“一码贵州”
发放消费优
导各大商贸流通企业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节
惠券 17000 张，直接销售额达 1396.9 万元。 日促销活动，确保群众春节期间重要商品的
贵阳市开启
“安心消费”
“南明惠生活”
“乐购” 市场供应稳定。
等惠民促销活动；
各地主要购物中心、商场超
网上年货节消费新模式充分带动了贵州
市、大型商贸企业推出让利打折、全场特卖、
省本地特色产品销售，
下一步，
贵州省将全面
店庆优惠等促销活动。
“一码贵州·大宗贸易
总结此次网上年货节经验，为明年年货节提
平台”正式上线“大宗年货节”活动，以
前谋划，积极对接本地年货品类，丰富大礼
“1 件也是批发价”为活动亮点，吸
包，拓宽宣传资源，扩大销售渠道，同时做好
引 32 个商家报名参加，年货节期
购物环境的防疫工作，打造线上线下业态融
间 销 售 产 品 54 款 ，销 售 额
合体验模式，
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实惠。
584.89 万元。
（黔 宣）

云南出台稳经济
增长 22 条措施
本报讯 记者张春滨报道 为解决
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夯
实发展基础、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 2021 新年开年之际，云南省人民
政府印发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
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22 条措施的意
见》。
据了解，云 南 省 2021 年 促 进 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22 条措施”涵盖聚
焦统筹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扩大内需、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等重点领域的 8 个
方面。
“22 条措施意见”对稳定云南全
省经济发展预期、推动年度目标任务
完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将成为解决经
济运行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推动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
员、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赵修春向记者
介绍，云南省政府出台的 2021 年的
“稳增长 22 条”，紧扣稳增长主题，对
标全年目标任务，
坚持问题导向，
突出
了三大特点：
一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
围绕把云南建设成为国内大市场与南
亚东南亚国际市场之间的战略纽带、
“大循环、双循环”
的重要支撑来展开，
既突出投资、消费、工业等方面的具体
务实政策措施，又突出了打造世界一
流“三张牌”、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的针对性措施。二是针对当前疫情防
控形势，把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放在首位；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来抓，推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针对今年保持经济运行在合
理期间的要求，提出了启动实施投资
项目提质提速行动、建立产业链链长
制、支持开展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
支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等系列措施。
三是在认真梳理 2020 年“稳增长 22
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7 条等政策
实施效果的基础上，对行之有效的政
策措施继续执行，对需要增加力度的
举措进一步修改完善，使之更好发挥
稳增长政策效应。
结合 2021 年“稳增长 22 条”，云
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翌向
记者就省商务厅在 2021 年促消费方
面的的相关工作做了介绍。李翌表
示，云南省商务厅 2021 年将举办一系
列的促消费的活动，包括组织各州市
开展新车购置、汽车下乡、旧车转换节
以及成品油跨界促消费活动，组织家
电、家装、家具相关企业通过促消联盟
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同时省商务厅
加大商贸流通主体的培育，充分激发
商贸流通主体的活力，
对现有的餐饮、
住宿、批发、零售四类行业的总量成绩
突出的商贸主体进行奖补。同时省商
务厅将发展壮大新型消费，实施发展
新型消费三年发展计划，促进夜经济
的发展，重点打造一批促消费的夜经
济地标及夜经济商圈。进一步扩大网
络销售的政策，鼓励社区电商等创新
发展的新业态。

成都春节消费市场繁荣有序
春节期间，成都市消费市场加速回暖，
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和新变化：居家购物、网
上过节、云上到家等多层次、升级型消费，满
足疫情防控下广大群众节日消费需要。成
都市商务局数据显示，2 月 11 日-17 日，成
都市 31 家重点商贸零售企业客流 1566.8 万
人次，同比增幅 22.5%，实现销售 15.86 亿
元，
同比增长 24%。

消费持续升级
春节期间，成都 IFS、万象城、成都王府
井百货、成都伊势丹百货等 21 家百货购物
中 心 客 流 量 416.59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94.24%，实现总销售达 6.81 亿元，同比增
长 99.7%。其中，黄金珠宝、服装服饰、家电
数码、美妆护肤等消费升级类商品成为畅
销商品。红旗连锁、伊藤洋华堂、沃尔玛、
人人乐等 10 家商超卖场客流 1150.23 万人
次，实现总销售额达 9.04 亿元。其中，米面
粮油、烟酒饮料、海鲜水果等生活必需品购
销两旺。

线上线下齐发力
消费市场的繁荣离不开成都丰富的节
日氛围，成都市组织开展“今年过年在成都·
云上购物欢乐多”
“E 购年货·云上到家”
“热
腾生活·吃喝玩乐”
“电商集结·在线直达”等
线上线下活动，参加活动的企业达 112 家，
满足在蓉市民节日期间的需求。值得关注
的是，今年春节期间成都网络订餐渐成新
宠，外卖菜品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44%。据美
团外卖数据显示，今年除夕，成都外卖订单
量同比增长 53%，
居全国第六位。
春节期间，成都各地积极开展节日活
动，锦江、青羊、成华、高新、武侯、金牛等地
的新春促消费活动独具特色，给在蓉市民
提供了嗨购潮玩的节日氛围。其中，
“2021（第 19 届）成都新春欢乐购”覆盖成
都 23 个区（市）县，掀起成都岁末年初消费
高潮，锦江区推出“四大潮流专线”、青羊区
举 办 2021 年“ 点 亮 寻 香 道 及 春 节 系 列 活
动 ”、成 华 区 发 布 2021 年 新 春 活 动“ 节 目
单”等节日活动形式丰富多彩，营造浓厚的

新春氛围。

市场供应充足
成都消费市场的繁荣离不开就地过年
服务保障工作，据了解，在春节前，成都市指
导重点保供企业进一步优化完善春节市场
保供工作预案，健全内部协作机制，充分发
挥企业供应链和服务链优势，强化产销衔
接，保障米面油、肉蛋奶、蔬菜水果等生活必
需品供应充足，增加适销对路商品库存数
量，重点保供企业商业库存平均同比增加
20%以上，其中粮、油等商品库存能够保障
销售 30 天以上。
同时，成都市开展了生活必需品市场应
急保供演练，为应对突发情况做好了准备。
节日期间全市发起“留在成都 幸福过年”倡
议，企业积极响应，其中 639 家农贸市场、23
家农副产品批发市场、64 家大型商超卖场超
过 5000 多个商业网点正常营业，
总开业率超
过 81%，为留下来的来蓉建设者和本地群众
提供了坚实生活保障。
（李 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