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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试点项目数
据平台建设情况专项调研

丰台区承担的养老服务基本公共服
务标准化专项试点工作正有序推进，目
前已完成第一阶段的服务事项梳理和第
二阶段的体系搭建工作。为切实做好试
点建设，在数据清底数明的基础上完成
第三阶段的信息平台优化升级工作，丰
台区市场监管局标准化科作为专项试点
专班办公室,于近期组织开展专项调
研。丰台区市场监管局标准化科积极协
调区卫生健康委的基层科、信息中心和
社区管理中心等多部门的负责同志，通
过集中座谈、发放问卷和提供材料等多
种形式，对我区卫生健康领域信息化平
台建设情况开展调研，并针对《丰台区

“互联网+老年健康”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体系》具体内容交换了意见。通过此次
调研，明确了“互联网+老年健康”服务与
管理平台的老年健康信息管理规范、“身
边家医”APP管理规范、老年健康档案管
理规范等 5项重点标准的名称与内容，
深度聚焦试点项目中“互联网+”的作用
和体现形式，为试点建设工作顺利推进
奠定了基础。 （吴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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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炸锅、早餐机、电动拖把、美容
仪、加热饭盒……这些个头不大、个性十
足的新兴小家电，在“Z世代”消费群体里
掀起一股新风潮，令很多年轻人爱不释
手。与大家电市场低迷疲软相比，小家电
可谓一枝独秀，成为去年国内家电消费唯
一正增长的大品类。

年轻消费者对生活品质提升的渴
求，促使这一新兴消费崛起，去年疫情下
的“宅”生活更让小家电需求集中爆发。
但花样繁多、新品层出不穷的小家电，实
用性和可靠性也屡被吐槽，想要稳住市场
份额并不容易。

提升幸福感
小家电逆势热销

小煎锅里滴上几滴油，高温下滋滋
作响，香味弥漫开来，打一个鸡蛋，两三分
钟煎蛋出炉。既能煎煮，还能烹烤，自从
入手一款早餐机，95后小梁对做饭似乎
来了兴趣，每天花几分钟时间轻松搞定一
顿早餐，幸福感满满。

“烤鸡翅、炸薯条，不用担心会炸过
头，甚至还能烤红薯。”不用油炸就能做出
又香又脆的美食，这是廖女士对空气炸锅
最满意的一点，“对我们这些想减肥又想
解馋的人来说，简直就是福音。”

“除螨仪吸尘完毕，心情大好！”一位
网友在微博上说，有了这些花里胡哨的家
电新玩意儿，解压又“治愈”。

格子三明治机、果汁机摇摇杯、电动
拖把、美容仪、颈椎按摩仪……去年，受疫
情和经济大环境影响，国内绝大多数家电
品类卖不动，电饭煲、电磁炉、加湿器、榨
汁机这些已显“传统”的生活小家电销量

也在下滑，可零零碎碎的厨房烹饪、清洁、
个人护理新兴小家电，却不同程度地热
销，活跃了沉闷的家电市场，形成一个规
模庞大的消费“蛋糕”。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近日
发布的《2020年中国家电市场报告》显
示，生活家电是2020年最具话题、最吸引
眼球的产品品类，也是零售额唯一正向增
长的产品大类，市场零售总额达2137亿
元，增幅为1.85%。

倚重网购
线上销售超7成

“随着 90后，甚至 00后迅速成为我
国家电消费主力人群，个性化的生活小家
电需求强劲。”相关报告认为，2020年，我
国近 60%的家电消费者年龄在 35岁以
下。这些消费人群是伴随互联网和电子
产品长大的，也是主张智能化、个性化和

精 细 化 的“ 新 消 费 人
群”。他们更注重产品
功能甚至“颜值”带来的
满足感，更愿意尝试新
事物。

比如空气炸锅、自
清洗破壁机等，基本解
放双手，符合“懒人经
济”的需求。而面向“一
人食”的小家电走俏，不
仅能解决现实就餐需
求，还能满足社交分享
的欲望，在年轻群体中
更加受宠。以煎烤机为
例，去年零售额增幅达
25.25%，破壁机零售额

也超百亿元，较 2019年增长 13.2%。再
如美发电器产品，也从单纯的“吹干头发”

“单纯造型”转为“养发护发”。“她经济”盛
行之下，去年美发电器产品零售额达58.5
亿元，同比大增43%。

“疫情大环境让新兴小家电需求集
中爆发。”家电行业专家刘步尘认为，免安
装、单价低、品类多、颜值高，不少还贴上

“健康”标签，这些都是小家电走红的原
因。再加上网购和电商直播的推波助澜，
很多年轻人忍不住对小家电出手。事实
上，线上渠道对小家电走俏的确贡献很
大。数据显示，2020年生活家电线上零
售额占整体市场比重为70.9%。

花样繁多
品质与售后待考验

小家电只是一个较为笼统的说法，
其种类非常繁杂，甚至难以明确界定。业

内人士介绍，小家电仅按基本大类就能分
出来几十种，细分起来更是恐怕有几百
种。但要让小家电持续“圈粉”，吃稳市场
份额的“蛋糕”，还得在品质和实用性上再
提升。

“最近颈椎按摩仪广告狂轰滥炸，各
路明星代言，忍不住买了一款，没想到按
摩力度几乎感觉不到，实在太鸡肋了。”白
领小倩说，看着新鲜但实用性很低的小家
电还真不少，比如自动洗手机，只是会感
应喷洗手液，还得去卫生间清水冲洗；号
称能电加热的保温饭盒，清洗太麻烦，用
了两回就放弃了。

家电行业分析师梁振鹏提醒，小家
电要实现更大发展，需要解决产品质量、
工艺、可靠性和售后服务等一系列问题。

相比于成熟、复杂的大家电，小家电
行业进入门槛低，有人甚至把小家电企业
形容为“螺丝刀工厂”，靠一把螺丝刀简单
组装就能开始生产。“市场一火，就会出现
大量企业转型生产小家电的情况。”刘步
尘认为，由此带来的问题，不光是小家电
品质的良莠不齐，甚至会引发价格战。历
史上，小家电市场曾在2002年至2005年
一度火爆，但此后陷入长达十余年的不温
不火。

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年2月发布
的2020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
家用电子电器类仍以9.61%的投诉占比
高居第一，具体品类方面，新兴产品和网
红家电扎堆的厨房电器、家用小电器成为

“重灾区”。梁振鹏认为，小家电能否解决
消费者售后服务无门、无处可修，甚至修
不如换的“痛点”，仍将是一场考验。

（孙 杰）

近日，在“向新力 2021 焕新产品升级发布会”上，
《2021中国家电“以旧换新”年度调研报告》发布。

报告指出：中国是全球家电制造和消费大国，到目前
为止中国整体的家电保有量已经达到了 21 亿台，仅在
2020年一年就有1.6亿台家电达到了安全使用年限，其中
排名前列的是手机、电视、打印机、空调、冰箱、洗衣机和电
脑。2009年，全国范围内的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出台，刺激
消费的益处彰显。如今，当消费升级驱动双循环蓬勃发展
的时候，第一批参与“以旧换新”的家电到了该换新的时
候，家电以旧换新市场又迎来新契机。

“以旧换新”创出更多新的市场空间

超期的废弃家电会带来哪些隐患？瞭望智库研究院
执行院长熊湘怡说，首当其冲的是安全隐患，根据去年应
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火灾
里，因为违反电器安装和使用规定引发的火灾一共有 8.5
万起，占到所有火灾总数的 33.6%，因为电器引发的较大
的火灾36起，占到总数的55.4%。第二个危害在于健康危
害，铅、汞、氟这些有害物质是许多家电的必需材料，超期
服役的家电，超期时间越久这些有害元素泄漏的风险就越
大，会影响到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三是耗能大、污染高，超
龄的家电耗电和耗气比相对新的节能电器来说高到 30%
到 40%，废弃的家电同时具有污染性和资源性的双重属
性，如果处理不当将成为生态自然资源的巨大隐患。

“推动家电以旧换新是恰逢其时，国家也明确提出鼓
励有条件的地区对淘汰旧家电并购买绿色智能家电给予
必要的补贴，这将会进一步激活家电消费，释放消费潜力，
扩大和升级新型家电消费，营造良好的家电消费环境。”工
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二级巡视员张军说，家电消费
已逐渐由功能性产品转向对智能、节能、安全、环保、品质
品牌产品的追求，例如像变频智能化冰箱、空调器具有免
清洗、烘干杀菌的洗衣机、集成的灶具等等消费新品，越来
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业内人士指出，以旧换新，助推家电消费升级进入轻
奢时代，意味着功能创意家电的生产。例如，现在母婴产品有很多新的产品，婴儿冲
奶粉需要恒温水，带上便携式恒温保温壶就可以带着孩子出门了。

再如电视，虽然现在人们真正在看电视和消费电视的时间在变少，但是电视的
设计创新让它有很多新的功能，比如电视机的屏幕成了音响的发声器，电视屏幕成
了照片的屏保、镜框，像这样一些艺术设计的功能，把一些看起来市场受到冲击的家
电产品同样能够进一步激活。

“以旧换新就是要从消费端发力，促进腾笼换鸟，让出更多的新市场空间，让家
电的创新制造有新的市场空间。”苏宁易购集团副董事长孙为民说，如果把这些旧家
电超过年限的都能换成新的产品，对接下来几年经济发展也会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
助推。

回收力量不足成制约瓶颈

不过，熊湘怡在报告中也指出，这一轮的以旧换新依然面临两个比较大的瓶颈：
一是上一轮是由国家主导推动的以旧换新，这一轮从顶层设计的力量明显减弱一
些，这一轮从众多的家电企业和渠道的反馈来看，现在顶层设计不足，企业自发能够
动员的资源、能够推动的力量、覆盖的面都比较小，效率低、声量也小。二是回收问
题，因为有巨大的回收量，但是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非常成体系的回收能力。从现
在的回收主体来看，回收主要是个体回收商贩占据回收市场的主动权，目前正规的
拆解企业每年拆解旧家电大概在 8000万台左右，对比一年 1.6亿台的废弃家电，仅
有一半的家电能够通过正规的拆解渠道进入到回收体系。更多的非法拆解体系只
收有用的材料，不考虑环保问题，导致很多有害物质会被直接丢弃，对于自然环境、
整个消费者的生存环境都会造成比较大的损害。

业内人士指出，工厂的新产品销售是从厂家到零售商再到千家万户，前面的过
程都是一个B2B的环节，它能够实现一个规模化的发展，而废旧家电的回收是从千
家万户再走向工商，这是一个高度分散逆向物流市场，成本非常高。现在消费者有
一些观念上的滞后，比如说废旧家电企业要花钱买，在很多发达国家消费者要自己
掏钱交给回收，这样一来高度分散的逆向物流以及一定回收成本，使得拆解绿色环
保产业发展在起步阶段有巨大的挑战。

“以旧换新以前在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今天拆旧，不能同时送新
机，拆旧和换新得换两个阶段做。换什么型号并不是很清楚，换的产品到底价格合
不合适也不清楚，能不能准时拆也不知道。很多人把以旧换新理解成把旧机器估个
值换点钱，再到渠道里买一个产品，再去约安装维修人实现整体体验，这个工作非常
麻烦。”苏宁易购零售总裁侯恩龙坦言，“因此我想它应该是一个系统的综合性的体
验产品，拆旧、安装、抵价到最后的综合性体验，它应该是一个全链路的产品。”而且
需要破除壁垒，从电脑只能换电脑，手机只能换手机，应该升级到手机可以换电脑，
冰箱可以换洗衣机。 （丁凤云）

数据显示，上一轮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开展十余年后，我
国家电保有量已超过21亿台，大量传统家电步入报废或超期
服务关口，带来安全和健康隐患。据推算，仅2020年，就约有
1.6亿台家电产品达到了安全使用年限，这在消费者的安全健
康和使用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隐患。

中国是家电制造第一大国，也是家电消费第一大国。根
据国家发改委测算，目前我国正处于家电报废高峰期，每年淘
汰废旧家电1亿~1.2亿台，并以平均每年20%的涨幅增长，预
计今年报废家电将达1.37亿台。这巨大体量背后存在的现实
问题不容忽视——若处理不当，会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

尽管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一些政策来规范废旧家电回收
拆解，推动相关工作取得长足进步，但有关回收处理体系仍不
够健全，机制也不够完善。如正规回收企业受制于环境成本、
运营成本等，难以大规模设立收购网点，无法给出更高的回收
价格，也不被社会所熟知，因而不少废旧家电流入二手市场。
如果处理得当，它们就是可利用的资源；处理不当，将会威胁
自然生态环境，危害人体健康。

让废旧家电变废为宝，离不开规范处理。从政策层面看，
需尽快完善基金征收补贴政策，研究扩大基金征收补贴范围，
提高基金使用管理水平，逐步实现基金收支平衡；从企业层面
讲，需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提高处理产物
附加值。公众应当从自我做起，践行环保理念，争做废旧家电
回收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包括回收企业、消费者、管理部门等
在内的有关各方，应进一步贯通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产业链，建
立健全回收网络、优化完善回收渠道，进一步增强废旧家电回
收处理能力。

消费是最终需求，也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今年受
疫情影响，经济有一定下行压力，家电更新是刺激消费的一个
较好切入点。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家电消费市场，打通旧家
电回收“堵点”，有利于刺激消费，释放消费潜力，为经济平稳
运行提供支撑。 （吴学安）

近日，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
（以下简称AWE）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正
式落幕。尽管受疫情影响，停摆一年的
AWE热度有增无减。据主办方提供的数
据显示，今年AWE的参观总量超35万人
次，为历届之最。

随着AI、IoT、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
在家电与消费电子产业的进一步落地，各
企业纷纷将展示的重心放在了交互式、场
景化、定制化的智慧物联生活解决方案
上。在AWE现场，海尔推出了全屋智能
解决方案，全面深入厨房卫浴、卧室客厅
等多个场景；康佳、夏普等彩电巨头开始
发力8K、Mini-LED等新型显示技术；科大
讯飞等玩家也亮出了面向不同细分赛道
的芯片解决方案。

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开局之年，家

电、汽车成为国家重点发展方向。然而，
面对原材料上涨、价格越打越低等状况，
家电业的未来在哪里？行业天花板该如
何突破？在今年AWE举行的高峰论坛
上，多位大咖认为，数字化赋能和革新传
统销售渠道将成为许多企业可持续发展
的重中之重。

海尔集团高级副总裁李华刚表示，新
形势、新环境下，家电产业传统的组织、渠
道、营销模式等正在失效，行业天花板亟
待突破，海尔也在寻求破局之路。

“2018年下半年，我给整个渠道踩了
急刹车。”李华刚说，海尔从那时起便开始
进行渠道变革，并全部用数字化替代。到
2019年底，海尔已把全国3万个店全部放
在平台上，业务问题都通过平台来解决。

“我们不是互联网企业，但并不意味

着我们不可以用互联网来改变自己。”在
李华刚看来，数字化把营业时间从8小时
变成了24小时，将柜台无限延展，通过社
群等数字化手段，把等客上门变成从方案
入户。

博西家用电器集团董事会成员兼首
席市场官Matthias Ginthum（锦途）则分享
了自己对家电消费趋势的观察，智能化尤
其是全屋智能会在未来成为生活的基础
构架。此外，个性化定制消费以及涉及可
持续发展的环保消费、绿色消费是家电产
业进化的必由之路。

疫情期间，博西家电曾对全家电市场
的消费趋势展开了调研。调研显示，全球
有8%的消费者首次在线上购买了大型家
电产品，有90%的中国消费者通过线上渠
道购买家电产品，此外有69%的消费者更
愿意选择在家收到家电产品。

锦途说：“我们的线上销售增长了
40%。随着中国市场快速发展，消费者需
求持续增加，打破传统销售渠道，并开展
多元化的创新营销渠道对博西家电来说
非常重要。同时，我们发现中国消费者对
创新的要求也很高，人们开始追求品质更
高、更智能健康的产品。”

而在TCL电子CEO王成年来，数字
化和智能化给整个商业运营系统带来重
塑的大好机会，而全球化也是中国家电企
业做大做强的另一个必然出路。

“全球家电市场仍有非常大的增长空
间，且中国企业的供应链优势仍然还在。”

王成说，全球化是中国家电企业做大做强
的必由之路，产业链配套优势是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坚实基础。同时，中国在数字
化、智能化以及消费体验领域的先进经
验，为企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复制中国的
成功提供了可靠样板。

（傅 勇）

数字化驱动家电业生态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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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栏
宋振虎：本院受理韩瑞利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冀0434民初229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魏县人民法院魏镇人
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邯郸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河北省魏县人民法院
童新桥、党鹏：本院受理的原告项城市松鑫
服装有限公司诉你们、周口市怡馨养老有
限公司、彭子刚、位雪霞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 1681 民初 1538 号之三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
公告期满后 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
谷磊：本院受理尚爱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2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则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淮安漫香娱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孙稳林
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须知、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2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十一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王全余：本院受理王松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2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朱桂飞：本院受理吴彩林诉你变更抚养关
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2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2021）川1028民初1102号四川省隆昌市
圣灯镇大桥村 3组 18号附 1号的曾传良：
本院受理原告葛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
期限和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后 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响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宋树林：本院受理原告孟永生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孙召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马超，王哲：本院审理原告张俊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您送达（2021）辽
0381 民初 1425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及应诉通知书，诉讼、执行权
利义务风险告知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牛庄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
赵海风、王存献（现）：本院受理原告赵永廷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 2021 年 6月 28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涉县人民法院
汪印友：本院受理原告戴克思诉被告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黔 2328 民初 3384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在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及限期交纳案
件受理费通知，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限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黔西南州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谢平周、娄吉妹：本院受理原告罗光林诉被
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黔 2328民
初 3600号民事判决书及限期交纳案件受理
费通知，限你在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限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黔西
南州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周口市同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季鑫诉被告你产品责任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黔 2328民初 3334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在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限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黔西南州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费应家：本院受理原告骆礼学诉被告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黔 2328 民初 3654 号
民事判决书及限期交纳案件受理费通知，
限你在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限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黔西南州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郑海玲：本院受理原告李健军诉你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二日 10 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复兴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岳溪镇南家村5组31号李贤
容：本院受理原告董洪平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须
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 15 时 00 分在本院陈家人
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开庭审
理。特此公告。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陈祥林：本院受理的（2021）川 1923 民初
1014号原告孙国川诉被告陈祥林建筑设备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方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祥林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孙国川挖掘机租赁
费 35000 元。若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
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案件受理费 675 元，依法减半收取 337.50
元，由被告陈祥林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刘芬：本院受理的（2021）川 1923 民初 1188
号原告苟红林诉被告刘芬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外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 2021 年 6月 21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裁判。特此公告。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杨磊：本院受理原告李朋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向本院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
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鹿邑县人民法院第
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
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
宋雪华：本院受理的（2021）川 1381 民初
2048号原告何兴太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7月6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思依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王 义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511381199011073771）：本院受理原告梁
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并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30日内，并定于期满后 2021年 7
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河溪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赵 进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512930197610203974）：本院受理原告杨
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并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30日内，并定于期满后 2021年 7
月 12日上午 10时 30分，在本院河溪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智能冰箱搭载语音识别功能，为不同
食材“量身定制”保鲜模式；新一代破壁机
做完饮品后，能自动清洗、一键除菌……
2021年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25日
在上海闭幕，兼具颜值与气质的家电产品
吸引了消费者和客商的目光。

2020年，全国家用电器行业营收达
到1.48万亿元。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也提出，要稳定增加汽车、家电等大宗
消费，这为加速复苏的家电行业注入了强
劲信心。

产品智慧范更足 定制化创新更准

油烟机通过语音智能“开口说话”，电
视机搭配VR眼镜进入全景体验，电蒸锅
联姻手机系统，一键即可远程控制……博
览会的各大展区里，不同产业触碰融合，
勾勒出一幅智慧生活的未来图景。

——深耕技术研发，产品智慧范更
足。

在“智慧家庭”区的展台，一款智能语
音互动冰箱引得不少消费者驻足围观。
只需轻松发起对话，人工智能便能结合冰
箱“库存”、新鲜程度和用户喜好，推荐不
同的菜谱。不只是冰箱，智控语音蒸箱、

智能空气净化器随处可见，“智慧化”成为
各大参展企业的主打概念。

“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发展，
家电开始从纯硬件产品进化为生活中的
终端，打破了产业间的固有边界。”中国家
用电器协会副理事长徐东生说，智能化是
家电行业创新的重要方向。

——深入分析用户需求，定制化创新
更准。

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消费者对洗衣
机的除菌功能有更高期待。因此，京东联
合西门子家电推出变频洗烘一体机，专门
定制了去螨除菌的功能，这款机器引来不
少消费者询问。以前有什么卖什么，现在
可以根据用户需求来反向定制家电产品，
让产品创新更精准，定制化正成为家电产
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把脉产业堵点，激活家电内需

受疫情影响，2020年国内家电行业
利润有所下降。把脉产业堵点、激活家电
内需成为行业面临的一大课题。

从市场格局来看，“行业面临的主要
问题仍是传统家电产品保有率较高，新增
需求相对有限。”徐东生解释说，近年来，

中国家电市场由新增需求为主导的增量
市场转向更新换代需求为主导的存量市
场，产品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同时，也应看到，农村消费市场发掘
仍显不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
济学部研究人员孙生阳认为，尽管近年来
中国农村居民家电拥有量快速上涨，但电
冰箱（柜）、空调、排油烟机、洗衣机和彩色
电视机每百户年末拥有量仍然比全国平
均水平分别低2.2台、44.3台、30.3台、4.4
台和3.0台。抓住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契
机，深耕农村市场，应该成为家电企业的
着眼点。

从发展趋势来看，“随着新技术日新
月异、新生代渐成主力，行业的供需、渠
道、营销模式等都较此前发生更大变化，
催促企业不断变革。”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执行理事长姜风分析，如何满足消费者个
性化、差异化需求，是家电行业激发新需
求、打破增长天花板的关键所在。

加大研发力度，拓展细分市场

在去年上半年营收利润双双下滑超
15%的背景下，全年营收仅同比下降
1.1%，家电行业实现V形反转，展现出强

劲的韧性，行业企业和专家普遍看好今年
我国家电行业走势。

如何才能更好激活家电市场，为扩内
需注入动力？

一方面，加大研发力度，以高质量供
给创造新需求。“在健康、智能、节能等理
念深入人心的背景下，为消费者提供更多
高品质及功能创新的优品，是家电消费需
求持续稳定释放的关键。”在姜风看来，家
电企业未来还需继续着力于技术创新、夯
实基础技术的研发体系，从学习吸收转变
为创新引领。

另一方面，挖掘存量市场新潜力，拓
展细分市场。“改善性消费将成为未来家
电市场的一大发展趋势。”孙生阳认为，从
已有数据来看，中国刚需性家电（电冰箱、
洗衣机和彩色电视机）消费上涨已逐渐趋
缓，但空调和排油烟机等改善性家电消费
上涨趋势明显。

孙生阳说，特别是对于农村消费市场
来说，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
高，改善性家电消费将保持上升态势。应
不断完善农村物流等基础设施，推进县乡
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的建设，为农村家电
消费提供优质高效的物流服务。（人民）

消费升级激活家电市场 为扩内需注入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