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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供需总体平衡
CPI环比与同比涨幅均有回落

本报讯 9月9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

比上涨 2.4%，涨幅比上月回落 0.3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

娟表示，8月份，各地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成效显著，市场供需总体平衡，CPI环比与同比涨幅均有回落。

8月，京西北，天蓝云淡，秋高气爽。
56岁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居民温

昌，一大早就坐上公司的通勤车上班；从
城区出发，一路穿过林茂草丰的连绵群
山，驶过通车不久的太子城高铁站，遥望
正建设成型的北京冬奥会滑雪赛场，最终
抵达工作地太舞滑雪小镇。

这里曾是温昌的老家——营岔村，嵌
在山坳里。过去，温昌同其他村民一样，
住土坯房，以种白菜为生。然而，山里缺
水，靠天收。“2011年一场大冰雹，下了20
多分钟，庄稼都毁了，我蹲到地头大哭了
一场……”温昌回忆道。

后来，依托天然优质的滑雪资源，村
里建起了滑雪场。温昌一家获得拆迁补
偿款，在崇礼城区买了房。而在营岔村原
址建成的太舞滑雪小镇，自 2015年开业
以来，已从单一滑雪场逐步发展成为雪
场、酒店、餐饮、服装、冰雪体育用品等冰
雪相关产业集聚的“小镇”。

冰雪产业火了，当地居民就业机会也
多了。原营岔村近 70户村民，每户至少
有一人在雪场就业。温昌在太舞滑雪小
镇职工食堂做厨工，每月收入约4000元，
外加“五险一金”。他的两个女儿大学毕
业后分别在当地的云顶雪场和一家旅投
公司就职，收入更高。

在太舞滑雪小镇，抬眼可见山上的雪
道。冬季里白茫茫的雪道，夏秋时节却是
平坦的青草路，如一条条浅绿色彩带，盘
桓在深绿色山林间，深浅分明，相映成
趣。尽管现在不是雪季，但山上山下的游
客往来穿梭。太舞滑雪小镇弱电部门主
管仝海涛，正在山脚的草坪上调试音响设
备，“过几天这里将举办户外越野赛，游客
会更多。”仝海涛说。

崇礼作为 2022年北京冬奥会雪上项
目主赛场，正在加快建设滑雪场及相关设
施。目前，全区已建成云顶、万龙、太舞等
7家大中型滑雪场，雪道 169条、161.7公
里。

借助冬奥机遇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崇
礼近年来大力发展以冬季滑雪和夏季户
外运动为主导的体育休闲产业，交出冬奥
会筹办和经济发展两份沉甸甸的答卷。

北京申办冬奥成功以来，崇礼新增造
林 72.3 万亩，森林覆盖率从 2015 年的
52.38%提高到现在的67%，其中奥运核心
区达到 80%。邻近北京，群山环绕，绿树
成荫，近几年崇礼的非雪季旅游也逐渐火
热。特别是 2017年以来，当地积极组织
户外运动、登山越野、音乐节等文体活动，
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仅太舞滑雪小
镇，去年夏季接待游客量就达 20多万人
次，几乎与冬季滑雪游客人数持平。

全季旅游兴旺，当地百姓迎来更大发
展空间。仝海涛原本在山东青岛打工，发现本地就业机会增多而决定返乡。刚
入职时，他是负责供电、高压线等强电设备的技术工人。随着滑雪小镇音乐节、
户外运动等项目开展，需要管理灯光、电视、音响等设备的人才，仝海涛便走上
了新岗位。“从普通工人成长为部门主管，收入翻了一番。”他说。

从仝海涛身旁走过，游客们坐上缆车到达山顶。申建秀就职于山顶上一家
奥地利特色餐厅。别看餐厅开在山上，客人却不少，开业5年来，接待了来自国
内外的很多游客和运动员。为此，申建秀练出一口流利的英语。“各国游客都来
这里滑雪、旅游。”申建秀说，“除了点餐报菜，我还会给客人介绍本地的风土人
情。”

与仝海涛、申建秀一样，生活在这片热土的崇礼人，张张笑脸洋溢着对未来
满满的自信和美好的憧憬……

（人民日报）

□ 本报实习记者 解 磊

近日，《2020中国青少年近视防控
大数据报告》在第二届国民视觉健康高
峰论坛上发布。报告显示，今年1—7月
青少年用眼时长超标2倍，每2人就有1
人近视，儿童青少年近视已成中国视力
损伤主因。报告特别提到，智能科技激
发了近视防控生产力，为青少年近视防
控、矫正、医疗提供了最新方案，消费者
对于诸如护眼灯、坐姿提醒器等“视健
康”产品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配镜不再
是唯一选择。

“视健康”需求多元化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大规
模“云端”教学的开展，给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带来了新的巨大挑战。据教育部
对 9省份 14532人的最新调研显示，与
2019年底相比，半年来学生近视率增加
了 11.7%，其中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
近视率分别增加了 15.2%、8.2%、3.8%。
每天上网课总时长一个小时以内的，近
视检出率是45.8%，超过4小时的则提升
至 76.7%，网课时长对孩子视力产生了
非常直接的影响，也成为加剧近半年学
生近视率增长的一大主因。

因此，消费者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
防控近视的渴望度不断攀升。家长们的
意识逐渐从“该让孩子配多少度的眼镜”
向“如何预防孩子近视”过渡，对快速缓
解视疲劳、恢复视力调节力、高品质护眼

光源、智能坐姿提醒等需求快速增长，
“视健康”需求呈现多元化。

记者在北京市潘家园眼镜城看到，
许多眼镜门店都开辟了“视健康”产品专
区。正在选购护眼灯的消费者傅女士告
诉记者：“我也是在家长群中看到许多家
长给孩子买了护眼灯，都说效果不错，在
网上挑了半天也不放心，听说现在眼镜
店都在卖这种产品，所以实地来看看。”
店员对记者表示，护眼灯等类似产品也
是在最近一两年才逐渐走入眼镜门店中
的，随着品类的增多，消费者的关注，相
关产品也给眼镜店带来了很高的利润。

接入“视健康”产品恰逢其时

疫情影响下，各行各业正在重寻出
路，眼镜门店也在不断思变，寻求新的
利润增长点。青岛赛格眼镜在今年的
业绩呈增长趋势，源于一年前成功引入
的强眼“视健康”产品。青岛赛格眼镜
店负责人田先生对记者表示：“疫情缓
解后店内销售额恢复得非常好。受国
家政策、文化水平、消费观念等方面影
响，疫情之下人们‘视健康’意识反而更
强，对护眼灯、坐姿提醒器等产品需求
增长较大，贡献了大部分销售额、利润，
尤其是今年 3—4 月份，门店利润同比
增长了 40%，5—6月份增长 15%，上半
年利润增长30%。”

北京市丰台区一家眼镜店店长许立
丰也对记者表示，今年上半年门店利润
的近 5成都是由“视健康”产品带来的。

他表示，眼镜门店分布范围广，扎根于城
市和乡村中的各个角落，眼镜门店利用
现有场地、人员、顾客等资源，引进“视健
康”产品，可以满足日益增长视力保健需
求，不增加场地租金、装修、人员基本工
资等费用，净利润轻松增长。

业内人士也表示，未来10年，“视健
康”产品或将成为眼镜门店另一座金矿。

青少年近视防控需全民参与

近视防控离不开“视健康”产品等科
技手段支持，同样也离不开全社会的参
与。科普宣教就是非常关键的环节。世
界卫生组织屈光不正防控计划专家组成
员蓝卫忠在论坛上表示：“我们要想方设
法让我们的科普变得更有趣味更形象，

让学生对近视眼有一个深入的理解。同
时也需要加强市场管理，来严厉打击各
类虚假宣传。最后，我们还需要通过一
个严谨的措施来评价干预效果，及时调
整、改变。”

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眼视光学组组
长吕帆也对青少年近视防控提出了4点
启示，即将防控工作前移到小学、孩子上
学不宜太早、加强户外活动、为孩子提供
更优的健康管理等。他表示，各类“视健
康”产品只是近视防控的一种辅助手段，
青少年近视防控需要全民参与，政府规
范市场，学校和家长也要关注孩子视觉
健康，让孩子多参加户外活动才是最有
效的防控方法，同时要养成良好的用眼
习惯，改善用眼环境。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技术飞速
更新让消费体验更便捷高效，反向定制、
柔性制造改变了传统消费习惯和生产逻
辑……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也成为观察中国服务消费的一扇新
窗口。

业态之变：
消费“新风口”不断涌现

疫情发生以来，独特的“宅生活”带
火了“宅经济”。买菜用手机、开会靠视
频、小病网上看……一系列新业态的涌
现不仅改变了传统消费习惯，更重塑了
人们的生活方式。人社部等部门今年发
布的 9个新职业中，与“宅经济”密切相
关的互联网营销师、在线学习服务师等
名列其中。

与以往展会不同，今年服贸会上，不
少展厅都专门开辟了直播区。只需一部
手机、一个支架，企业就能在“云”上开门
迎客。疫情期间，“直播带货”强势崛起，
短视频平台快手在上半年举办的超级品
牌日系列活动中，前 7场直播总成交额

超6亿元，达成订单超550万单。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二级巡视员朱炼

表示，商务部将积极培育壮大疫情催生
的新模式新业态，在继续发展直播带货、
短视频“种草”、社交电商等模式的同时，
注重电商领域的科技创新、服务创新、营
销创新，助力培育新型市场主体。

技术之变：
科技“超进化”提升消费体验

可以自主上下电梯的“室内配送机
器人”、融合了双目视觉算法的“巡检机
器人”、高效实现货物分拣搬运的“地
狼”……在本届服贸会综合展区，京东物
流机器人“组团”亮相，向人们展示物流

“黑科技”的魅力。
“目前，京东在亚洲首个全流程智能

柔性生产物流园北斗新仓正式建成投
用，物流机器人全线投入运行，不仅实现
全自动化生产，大大提升配送效率，还将
惠及广大中小城市，让城市半日达、乡镇
24小时达成为标配。”京东物流智能装
备部总经理刘旭说。

科技让生活更美好。近几年来，得
益于物流技术的飞速发展，“次日达”“当
日达”“1小时达”已经成为网购新常态，
技术带来消费体验的提升，更见证中国
运输效率之变。

在服贸会腾讯展台，微信收款音箱、
收款小账本、微信支付数字大屏吸引了
不少人驻足观看。前来观展的北京市民
刘女士告诉记者，现在自己出门很少带
钱包，拿手机一扫，就能轻松支付，方便
极了，日常家里的水、电、燃气也都通过
手机缴费。

如今，移动支付早已融入日常消费，
给人们带来更便捷、无感的支付体验。
而支付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也成为
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来源。

逻辑之变：
数据赋能“反向定制”，供应链深度融合

零售业有句很经典的话——“顾客
就是上帝”。而“C2M”的出现，让这句话
有可能成为现实。

“C2M”即反向定制，通过大数据洞

察需求，简言之就是消费者想要什么，商
家就制造什么，从需求端出发，让消费指
导生产。

本届服贸会期间举行的 2020中国
电子商务大会上，拼多多高级副总裁朱
健翀向大家展示了三禾炒锅、家卫士扫
地机器人等多款反向定制的“爆款”产
品。他介绍，拼多多通过分析消费大数
据，帮助企业量身打造适合不同消费人
群的品牌产品。截至去年底，已累计推
出超过 2200款定制产品，订单量超 1.15
亿单。

除了反向定制、柔性制造，供应链深
度融合带来的资源叠加效应也正在显
现。

苏宁科技集团常务副总裁荆伟在服
贸会上介绍，近年来，苏宁借助以大快消
为代表的供应链融合及预测补货功能落
地、物流开放平台建设等技术升级，打造
智慧供应链，为消费者提供线上线下整
合性资源和服务。受益于家乐福中国供
应链开放，在南京、上海等地试点的苏宁
小店单店日销量提高 30%以上，3公里
到家时效提升至最快25分钟送达。

荆伟表示，随着消费习惯更多向线
上转移，围绕实体零售的产业链供应链
升级亟须加速。实体门店要通过“线
上+线下”方式，形成“辐射圈”和“社交
网”，更好地满足不断升级的消费需
求。 （王雨萧 阳娜）

本报讯 9月8日，商务部副部长王
受文在出席“云上投洽会”上线仪式时
表示，商务部正加快推进修订鼓励外商
投资产业目录的相关工作，将大幅增加
鼓励的条目，支持更多外资企业享受到
相关的优惠政策。

王受文表示，今年以来，新冠肺炎
疫情全球流行，世界经济低迷，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上升，全球市场需求不足，
国际投资合作方面面临着严峻复杂的
形势。国务院出台一系列稳外贸稳外
资政策举措，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帮
助企业从危机中寻求新的机会，在变局
中开拓新的局面。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实
际使用外资 535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0.5%，一批重大外资项目加快落

地，7 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15.8%，连续四个月实现单月吸收外
资正增长。

王受文强调，商务部将继续落实好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鼓励外商投资
的范围，让更多外资企业分享中国市
场、中国机遇。同时将进一步建立健全
外商投资服务体系，帮助解决外资企业
运行中的困难和问题，切实落实好外商
投资法及其配套的规定，营造稳定、公
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我们将加紧推动各项政策措施
落地见效，坚决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
争的新优势，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王受文说。

本报讯 9月8日，市场监管总局发
布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
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的公告，
旨在支持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帮助
外贸企业纾困，向外贸企业提供优质便
利服务。

公告提出，加快转内销市场准入，
2020年年底前，允许企业以自我声明符
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方式进行销售。
开通国内生产销售审批快速通道。优
化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特种设备生产单
位许可准入制度管理的出口转内销产
品审批服务，精简流程，压缩时限。精简
优化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程序。

此外，全面实施出口企业内外销产
品“同线同标同质”。发挥政府引导和指
导作用，支持企业发展“三同”产品，扩大

“三同”适用范围至一般消费品、工业品
领域。即：在同一生产线上按照相同标
准、相同质量要求生产既能出口又可内
销的产品，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实现内外
销转型。在食品、农产品、一般消费品、
工业品领域，支持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
开拓国内市场，全面促进“三同”发展。

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监管总
局不再对“三同”的技术要求、评定方式
和标识作出行政性规定，也不再公布

“三同”企业和产品信息。企业可按照
关于供方符合性声明相关国家标准要
求，对其产品作出符合我国和进口国
（地区）相关标准要求的自我声明或委
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相关质量评价，主动
接受社会监督和市场监管部门的监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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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月青少年用眼时长超标2倍 急需近视防控整体解决方案

引入“视健康”产品 眼镜业跨界扩容

业态革新 技术进化 逻辑颠覆

从服贸会看我国服务消费新趋势

市场监管总局：加快出口产品转内销市场准入 商务部：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将大幅增加鼓励条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