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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国多地陆续报道冷链物品
外包装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阳性，通过
冷链物品引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时
有发生。为减少疫情零星发生，保证冷链
运输安全，解决全国疫情防控之需，急切需
要低温消毒剂的研发。春节期间，高居不
下的快递量也为冷链消毒和运输提出了严
格的挑战。

冷链消毒有多难？据悉，低温消毒液
作用于冷链物品包装外表，在低温条件下，
消毒液接触的物体表面不能结冰，且冷链
运输的产品多为食品，食用安全问题至关
重要。据了解，已有低温消毒剂企业经过
数月技术攻关，现已成功备案。

笔者在全国消毒产品网上备案信息服
务平台上查询到，洛娃研制出的洛娃®低
温型季铵盐消毒液（I型）和洛娃®低温型季
铵盐消毒液（IV型）低温型铵盐消毒液早在
今年1月16日就已经在国家为建委建设开
发的全国消毒产品网上备案信息服务平台
上备案。

据了解，目前已研制成功的低温消毒
剂的洗涤企业有洁仕夫低温消毒剂、玛斯
特威、银侍卫低温消毒剂、绿伞低温消毒液
等等。据了解，除了这些研制出低温消毒
剂的洗涤企业外，其他洗涤企业也在对低
温消毒剂进行科学攻关。

浙江某冷链消毒企业领导告诉笔者：
“低温消毒关乎到疫情防控问题，我们公司
生产研发低温消毒剂，一方面履行社会责
任；另一方面，作为企业，也希望做出成就。
我们公司已经研制出低温消毒剂，但尚未

备案，目前正在在解决备案相关事宜。”
“多地要求冷链包裹六面消毒，降低

感染风险，冷链消毒是向阳产业。据本人
不全面地行情分析，应该有不少企业在低
温消毒剂上发力。”一位浙江某消毒企业代
表告诉笔者。

疫情常态化的当下，相关部门对低温
消毒剂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按照2021
年1月4日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的《低温消
毒剂卫生安全评价技术要求》（国卫办监督
函[2020]1062号），经国家权威医药检验机
构检验，开发出的两款低温型季铵盐消毒
液对作为新冠病毒指示菌的金黄色葡萄球
菌和大肠杆菌的杀灭效果符合《消毒技术
规范》（2002 年）消毒合格的规定。

已经完成备案的洛娃消毒液在平台
的资料显示，已经备案的低温消毒液有两
种型号，分别是I型和IV型，低温消毒液配
方中添加抗冻因子，在18℃的低温环境下，
将耐低温和消毒融为一体，保持液态和活
性，不凝固、不结冰，无析出，无结晶。且具
有保持消毒效果，能有效解决冷链食品外
包装在生产加工、储存、运输、流通、交易等
环节中的消毒问题。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阳
离子通过静电力，氢键力以及表面活性剂
分子与蛋白质分子间的疏水结合等作用，
吸附带负电的细菌体，聚集在细胞壁上，产
生室阻效应，导致细菌生长受抑而死亡。

专家认为确保低温消毒效果，保障消
毒性价比仍是冷链消毒企业需要重视和加
深研究的方面。

（郝 君）

在各地“就地过年”的倡议下，今年
春节，我国消费市场“年味”依旧浓郁。

商务部数据显示，2 月 11 日至 17
日，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
额约8210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
28.7%。

记者注意到，在“就地过年”背景
下，零售、餐饮消费呈现“繁荣”的同时，
本地游和周边游持续升温，多家在线旅
游平台搜索量显示，春节周边“酒+景”、
度假酒店等都备受欢迎。

零售“不打烊”

“家里冰箱已经被父母连续寄来的
两批年货快递塞得满满当当，全都是我
爱吃的。”内蒙古姑娘魏未（化名）是第
一次在北京过年，虽然可凭核酸检测报
告及绿色行程卡往返于家乡及北京，不
过为减少人员流动带来的潜在风险，她
最终决定就地过年。

实际上，像魏未这样的“原年人”
（原地过年的人）不在少数，经铁路部门
等多部门统计，今年全国有超 1亿人就
地过年。2月10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根据商务部消费促
进司司长朱小良给到的数据，初步摸
排，今年全国36个大中城市“就地过年”
人数比往年增加了4800多万。

在此背景下，“春节不打烊”几乎成

了今年各大商场、商超的标配。根据朱
小良在上述发布会上的说法，今年春节
深圳、四川等地数千家商场、超市延长
营业时间，南京市的品牌连锁超市各门
店、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在春节
期间不休市、不歇业。

福字春联、新春花灯、“新春快乐”
标示语……记者在该购物中心看到，商
场里里外外装饰的元素，无不洋溢着浓
浓的春节氛围。由于假期尚未结束，多
家百货商场乃至购物中心方面向记者
坦言，目前并未统计最终的“春节黄金
周”的客流和销售情况。不过，2月 15
日下午，记者走访西安几家大型商场后
发现，这些百货商场各种折扣海报随处
可见，收银处纷纷排起了长队。

若拉长时间线，这股购物热潮从节
前采购年货即开始“蔓延”。2月12日，
基于线上线下的销售情况，饿了么和大
润发联合推出的《2021春节就地消费报
告》(下称“报告”)显示，从进入腊月开
始，顾客笔单价就开始逐渐上升，月底
顾客笔单价比月初增长超过一倍。

本地游、周边游仍是主流

除餐饮及购物外，“就地过年”的号
召也让人们的出行方式发生了改变。
今年春节之前，各地提倡非必要不出
境，非必要不出省或市，尤其避免前往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本
地游、周边游作为较为安全可行的出游
方式，成为了不少人的选择，而为了丰
富市民们的娱乐生活，多地政府在旅游
景区和假日活动上也采取了诸多措施。

在记者的家乡—江苏盐城，为丰富
春节假日生活，共享旅游发展成果，全
市16家旅游景区，面向广大市民和外地
在盐工作的人员推出 10 万张免费门
票。大年初四晚上，不少市民相约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东台西溪天仙缘景
区，赏新年灯会，品夜市小吃，感受热闹
的过年气氛。

据媒体报道，今年春节期间，除北
方部分旅游景区季节性关闭，以及个别
地区因疫情防控要求临时关闭外，全国
80%的A级旅游景区正常开放。

为之对应，今年春运期间，多个往
年的春运热门航线和多地返乡机票价
格呈下降趋势。据携程数据，北京—重
庆、上海—广州降幅超过60%。而租车
自驾本地游的需求则上涨，携程租车数
据显示，在国家倡导就地过年的大环境
下，租车本地用车需求呈上涨趋势，本
地流量占比从疫情前的 20%上涨至
45%。

实际上，过去的一年里，本地游、周
边游、乡村游、近程游、云旅游等都获得
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马蜂窝旅游发布

的《全球自由行报告 2020—我的中国，
就很美！》指出，2020年中国旅游业通过
内生动力寻求深化发展，重“质”求新，
周边游成为中国游客的日常休闲消费
新选择，乡村游走向品质化发展之路，
夜间旅游成为目的地旅游资源的新增
长极，一大批曾经鲜为人知的国内小众
旅游目的地被旅行者发现和挖掘。

酒店业备受青睐

与往年相比，今年春节，旅游相关
行业中，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宅在酒店
过年”备受青睐。

2月15日，根据支付宝数据，春节5
天，酒旅小程序访问量激增203%，附带
温泉、滑雪服务的酒店民宿成为了最受
欢迎的产品，杭州、重庆、福州、合肥、成
都成为过年宅酒店消费热度最高的
Top 5城市。

携程数据亦显示，今年春节酒店
入住订单平均价格为 2906元，平均间
夜量达 2.1，高星酒店占比达 60%。按
春节期间酒店订单量排序，上海、北
京、广州、三亚、深圳、杭州、南京、重
庆、苏州、都江堰入围前十。不同地方
的消费者喜好也各不相同，例如在北
京和广州，温泉酒店更受青睐，而在上
海和深圳，近郊度假型酒店则更受欢
迎。 （国际金融）

“每年春节假期都会带着家人出
国旅游购物，以表孝心。”家住北京的
王女士告诉记者，今年的礼物不一样，
都是选自离岛免税店，经济实惠，家人
们都喜欢。“此前在海口中国中免的免
税店有过购物记录，因此可以下载免
税店App购买免税商品。足不出户为
大家选购商品，邮寄到家，十分方便。”
王女士说。

春节假期，离岛免税购物依旧火
爆。海南省商务厅2月17日发布的统

计数据显示，2月11日至17日，海南离
岛免税店 7 天销售额超 15 亿元，较
2019年春节假期实现翻番，其中免税
销售额约 14亿元，接待购物人数超过
20万人次。

记者在一些离岛免税 App 上看
到，雅诗兰黛、兰蔻等品牌纷纷推出免
税专供产品、新春套装等，满足消费者
的需求。此外，其还推出各类促销活
动，通过打折、代金券发放、满额抽奖
积分等营销手段，吸引旅客下单，带动

消费热情。
由于春节期间优惠活动多，海口、

三亚多家免税店出现客流高峰，排队
进店、排队买单等已成常态。

全球精品海口免税城有限公司运
营部负责人介绍，从早 10 点到晚 10
点，店内客流一直保持在高位。香化、
手机、酒类销售区域十分火爆。

如今海南离岛免税店成为很多来
岛过年游客必逛“景点”，海南的免税
商品也成了热门“年货”。 （陈 晴）

2月20日，商务部公布了2021年春节期间的餐饮消费数据。据有关
协会和外卖平台调查，全国87%的餐饮企业春节期间正常营业，餐饮交
易额同比增长261%。记者也注意到，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餐饮企
业针对春节时期推出的定制化服务，不少餐饮企业优化丰富菜品、创新
服务方式，保障群众“就地过年”。

年夜饭消费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不少品牌餐饮企业预订率超过
95%，部分企业年夜饭营业额甚至同比增长300%以上。在农历廿八至
除夕期间，年夜饭半成品外卖同比增长4倍，单人份外卖订单同比去年翻
了一番。

记者在采访餐饮企业时也了解到，弹性、有预案、可退款、无套餐成
为今年京城年夜饭堂食预订的新关键字。川菜品牌渝信川菜相关负责
人告诉报记者，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渝信川菜采取了增加小份菜、位
菜、融合菜、创新菜等作为今年年夜饭的主推品种。为避免餐饮浪费，渝
信川菜还特别推出了人数较少的“中小桌”，套餐菜单的菜品也可以随人
数、口味等调整。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式下，春节期间外卖订单持续火爆，半成品或者成品产品也成
为重头戏。据餐饮外卖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全国餐饮外卖交易额同比增长
154%。北京市餐饮外卖平台联合商户推出各式菜肴，发起“京味年夜饭甄选餐厅”“老
馆子闹元宵推荐菜”“老字号春节半成品大礼包”推介活动，开展“春节不打烊”活动，让
消费者居家尝遍美食。

“往年店里以堂食为主，今年外卖、外带礼盒明显增多。以年夜饭为例，今年我们店
年夜饭外带礼盒收入贡献比超50%。线上外卖、外卖窗口等销售也增长明显。堂食就
餐人数稳定与平日相比相差不大。”中国烹饪大师、同春园饭店副经理王鸿庆介绍说。

此外，在多地购物中心“春节不打烊”的背景下，喜茶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门店
客流量也明显增加，春节黄金周到店堂食的订单占比近80%，较平时提升近15%。

除此之外，反对食品浪费、分餐制、公筷制等，成为餐饮消费的重要主题。有关协会
监测，50%以上的消费者主动提出分餐或者积极配合分餐；60%以上的消费者在点餐、
用餐等环节，有反对浪费的自觉意识或者能做到积极配合。 （赵述评 郭缤璐）

近日，一组今年春节假期的消费数
据引发广泛关注。6.6亿件，这是全国
邮政快递业累计揽收和投递快递包裹
的数量，同比增长2.6倍；78.45亿元，这
是春节档电影实时总票房，刷新多项纪
录；8210亿元，这是全国重点零售和餐
饮企业的销售额，同比增长28.7%。火
爆的数据，火热的消费，共同为这个特
殊的春节写下特殊的注脚，可谓意味深
长。

总量数据也许是抽象的，而背后的
每一个具体的微观生活场景，则更能让
人感受到滚烫的消费热情、奔涌的社会
活力。或是扶老携幼，或是呼朋引伴，
或是开心得开怀大笑，或是感动得潸然
泪下，在电影院的光影世界共同度过团
圆时光，正成为不少人的“新年俗”。就
地过年还带火了本地游、周边游、短途
自驾游，各地公园、景区、博物馆、滑雪
场等场所客流量明显增长，不能去远方

旅游，人们选择到城市郊区酒店、民宿
寻找“年味”。今年的春节假期，人员流
动减少了，但是春节的氛围更加浓厚，
防疫与过节兼顾、经济与民生共振、文
化与生活辉映，在时间的年轮里留下了
深刻的牛年印记。

在火热的春节假期消费背后，可以
看到“家”与“国”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连
接在一起。很多人选择就地过年，但是
物理距离并不能阻挡家庭团圆的愿
望。一边在网上“晒爸妈寄来的年货”，
一边在电商平台为爸妈购置年货，网络
消费打破空间阻隔，家依然是人们最深
沉的牵挂、最坚实的港湾。无论是发放
消费券、过节补贴，还是实行景区免费、
留岗奖励，各地出台的一系列民生保障
政策，在促进消费的同时让人们切实感
受到国家的温暖。“家是最小国，国是千
万家”，家国情怀在这里彰显，家国同
心、家国一体的力量从这里延续。

在火热的春节假期消费背后，可以
看到中国经济的强大动能和蓬勃活
力。春节黄金周时间虽短，但是井喷的
消费却具有很强的标志意义，说明国内
需求依然强劲，以需求为动力的消费其
恢复速度与规模正在跟上生产和供给
的步伐，这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延续
复苏态势。更应看到，消费不仅有总量
增长，而且涌现出了更多新型消费方
式。无接触交易服务加快发展，网购年
货、“云端过节”、数字红包等消费方式
成为新潮流，“云”守岁、短视频拜年等
新玩法受到年轻人青睐。消费能力增
强、消费结构优化、消费模式升级，将继
续为中国经济注入强大动能。

在火热的春节假期消费背后，也可
以看到中国强大的抵御风险能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春节假期之前，由于我
国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和零星散发病
例不断出现，一些人担忧过不好年，甚

至认为这会减少春节消费、阻碍经济复
苏。但一路走来，人们不仅过了一个好
年，而且以火热的节日消费展示自信与
底气。正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
凋也”。回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来，
中国经受惊心动魄的风云突变，豪情万
丈砥砺前行。这种经过风雨考验的韧
性，这种经过实践证明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将推动中国战胜各种可预见和不可
预见的风险挑战，在时间的坐标上持续
发展进步。

在中华文化里，牛是勤劳、奉献、奋
进、力量的象征。牛年春节用一种特殊
的方式，开启了牛年的征程。大力发扬
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以不怕
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不用扬鞭自奋
蹄，一定能创造每个人的美好生活，一
定能托举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

（李 拯）

春节消费市场“牛劲十足”
超8000亿元“巨款”都花哪儿了？

海南免税购物人气旺 7天零售额超15亿元

春节假期火热消费折射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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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节不忘疫情防控，多地要求“六面消毒”

洗涤企业加大低温消毒技术攻关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春节期间
网购年货、“云端过节”、数字红包等消费
方式成为新潮流。借助不打烊的网购、快
递等渠道，“就地过年”群众可以与家乡亲
人互寄年货特产；边看直播边抢年货，“原
产地直发”成为今年年货节的最大特色。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
网上年货节”期间（1 月 20 日至 2 月 18
日），全国网络零售额达9057.6亿元。网
购、在线餐饮等线上消费成为年货消费主
流，全国网络零售额稳步增长。

邮政快递业的数据更加印证了春节
期间消费市场的火爆。国家邮政局快递
大数据平台监测显示，春节期间（2月11
日至17日），全国邮政快递业累计揽收和
投递快递包裹6.6亿件，同比增长260％。
在高位运行状态下，全网揽收量是去年同
期的3倍左右，投递量更是达到3倍至4
倍。

据了解，为了和远方的家人们一起
“云过节”，不少“就地过年”的消费者早早
就开始买年货、备年礼，热情比往年更
高。老家在福建漳州的赖金华说，他今年

置办年货的支出达到了上万元。“今年，我
把原本用来买飞机票和车票的钱，都用来
买了新年礼物寄给家人，这些年货代表了
我的心意。”

《百度2021年货搜索大数据》显示，
“年货节”的整体搜索热度环比上涨
556%。在“就地过年”的呼吁下，一二线
城市上班的年轻群体受到影响，今年关注
年货购置的群体年龄出现下降。90后占

“年货节”用户的34%，成线上年货购置主
力军。

同时，从京东数据来看，年货节期间，
95后、00后年轻消费群体成交额增长迅
猛，其中95后最爱年货前5名分别是面点
烘焙、水果、乳品冷饮、潮玩动漫和养生滋
补品。

值得关注的是，直播成为不少年轻人
“云置办”年货的首选。数据显示，淘宝直
播在年货节期间成交和日均直播场次同
比增长均超150%；苏宁趣逛逛年货大集
开集一周，线上直播累计观看人数超过
2000万。

90后、00后也开始走向社会。无法

回老家的年轻人也开始为家乡父母消
费。年轻人为父母置办的年货也更为年
轻化、品牌化和智能化。阿里巴巴数据显
示，孝敬长辈有了新三大件，扫地机器人、
擦窗机器人等“黑科技年货”消费增速同
比超100%、300%，洗地机更大涨18倍。

受“就地过年”的带动，90后、95后的
年轻一族推升了“懒人小家电”的消费热
潮。据上海苏宁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期
期间，空气炸锅、电饼铛等懒人厨房电器
销量同比增长89%；懒人按摩沙发销量同
比增长高达67%。

而在京东平台，北京地区游戏手柄成

交额同比增长107%，耳机、智能手环增长
2倍以上；东北三省的手机服务消费增长
751%；湖南省健康服务消费增长448%；
广西的电脑软件服务消费增长371%。

除了买买买的年轻主力军，还有一
波负责递送快件的年轻主力军成为城乡
间靓丽风景线。国家邮政局方面数据显
示，为做好今年的春节保供工作，邮政快
递企业预先安排了超过100万名快递员
以保障网络有效运转。其中，全国 5万
家菜鸟驿站不打烊、10万多人留岗坚守
服务。

（宗 文）

行业数据显示，过年七天，全国 500个城市内上万台机器人
工作量近百万次。据悉机器人充电4小时可工作10小时以上，随
叫随到。大大缓解了过年期间因大量员工回家过年导致的人手
缺口。

机器人送餐近百万次机器人送餐近百万次

图为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机器人送餐

线上消费表现亮眼线上消费表现亮眼 年轻人成主力军年轻人成主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