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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假期吃用行游市场火爆，新意迭出——

消费市场增长快热点多潜力大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器”，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台柱子”。今年中秋假期消费市场火热，新意频频，这表明我国消费活力依然强劲，消费潜力依然很大。但在“能

消费”“愿消费”“敢消费”方面，政府和企业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电影票电影票““不退不改不退不改””有人管了有人管了
近日近日，，北京的张女士因为行程有变北京的张女士因为行程有变，，无法观看无法观看

提前预订的电影提前预订的电影。。可是可是，，她咨询半天后得知她咨询半天后得知，，电影票电影票
““不退不改不退不改””或或““只改不退只改不退””，，无奈的张女士只得眼睁无奈的张女士只得眼睁
睁看着电影票浪费了睁看着电影票浪费了。。其实其实，，与张女士有着同样遭遇与张女士有着同样遭遇
的人还真不少的人还真不少。。不过今后电影票不过今后电影票““不退不改不退不改””或或““只只
改不退改不退””乱象终于有人管了乱象终于有人管了。。中秋节前夕中秋节前夕，，中国电影中国电影
发行放映协会发布发行放映协会发布《《关于电影票关于电影票““退改签退改签””规定的通规定的通
知知》，》，要求电影票要求电影票““退改签退改签””优化流程优化流程、、简化手续简化手续，，
充分体现公平合理充分体现公平合理、、亲民便民原则亲民便民原则，，更好地履行对观更好地履行对观
众的告知义务众的告知义务，，便于观众查阅和社会监督便于观众查阅和社会监督。。

电影票电影票““不退不改不退不改””或或““只改不退只改不退””是否侵害是否侵害
消费者权益消费者权益？？““退改签退改签””新规将在哪些方面保障观新规将在哪些方面保障观
众的合法权益众的合法权益？？请看本期主持人为您解答请看本期主持人为您解答。。

问问：：现在很多行业都接受了现在很多行业都接受了““退改签退改签””，，为何为何

电影院方面似乎对此不太电影院方面似乎对此不太““感冒感冒””？？

主持人主持人：：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电影院之所以电影院之所以
不太愿意接受不太愿意接受““退改签退改签””，，主要是担心其利益受主要是担心其利益受
损损。。举例来说举例来说，，一场电影一场电影，，只要有一位观众买了只要有一位观众买了
票票，，电影院就无法更改电影的排期电影院就无法更改电影的排期。。在极端情况在极端情况
下下，，如果遭遇恶意退票如果遭遇恶意退票，，不仅会影响上映影片票不仅会影响上映影片票
房房，，还会使其他电影失去排片机会还会使其他电影失去排片机会，，影城收入可能影城收入可能
受损受损。。正因如此正因如此，，影城对影城对““退改签退改签””是能拖则拖是能拖则拖。。

问问：：电影票电影票““不退不改不退不改””或或““只改不退只改不退””，，是是

否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主持人主持人：：电影院对售票数与座位数等设置电影院对售票数与座位数等设置
属于市场风险范围属于市场风险范围，，不能把这种市场风险通过不能把这种市场风险通过

““不退不换不退不换””的强制规定转嫁给消费者的强制规定转嫁给消费者。。依据合依据合
同 法 及 其 司 法 解 释同 法 及 其 司 法 解 释 、、 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法 等 规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法 等 规
定定，，经营者单方规定经营者单方规定““电影票售出概不退换电影票售出概不退换””，，
属于以格式条款作出的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属于以格式条款作出的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
规定规定，，是是““霸王条款霸王条款””，，应予以纠正应予以纠正。。

问问：：电影票电影票““退改签退改签””新规将如何保障观影者新规将如何保障观影者

的的““退改签权退改签权””？？

主持人主持人：：电影票电影票““退改签退改签””新规指出新规指出，，为了方为了方
便大众了解关于电影票的便大众了解关于电影票的““退改签退改签””规则规则，，电影院电影院
需要在影院大厅醒目位置张贴一张关于购票需要在影院大厅醒目位置张贴一张关于购票““退改退改
签签””须知的公示须知的公示，，保证每一位观众都可以看到保证每一位观众都可以看到，，提提
前了解到前了解到““退改签退改签””的相关规定的相关规定。。此外此外，，无论是第无论是第
三方售票平台还是影院三方售票平台还是影院，，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购票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购票
APPAPP，，在制定电影票在制定电影票““退改签退改签””规定时规定时，，都要明都要明
确一点确一点，，那就是那就是““是否同意改签是否同意改签，，或什么样的情况或什么样的情况
下允许电影票退改签下允许电影票退改签””，，对于这些同意对于这些同意““退改签退改签””
的情况的情况，，需要在相关规定中明确相关的需要在相关规定中明确相关的““服务流服务流
程程””和和““服务电话服务电话””。。

通过上述方式通过上述方式，，不仅保障了观影者的知情权不仅保障了观影者的知情权，，
也为观影者维护自身合法权利提供了相应渠道也为观影者维护自身合法权利提供了相应渠道。。不不
过过，，由于目前新规细则仍需进一步明确由于目前新规细则仍需进一步明确，，所以电影所以电影
票票““退改签退改签””完全落地尚需时日完全落地尚需时日。。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姜天骄姜天骄））

据融 360监测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银行理财产品
发行量共11907款，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4.67%，较
7月份下降了0.08个百分点，连续6个月下跌并创年内
最大收益跌幅。从分类数据看，8月份排名第一的银行
类型为股份制银行，平均收益率为 4.813%；其次为外
资银行，平均收益率为 4.808%；然后是城商行、邮储
银行、农商行、国有银行，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4.79%、
4.64%、4.58%、4.47%。

银行理财收益率为何出现下降，未来走势又将如
何？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
币所研究员李虹含表示，8月份理财收益率下跌主要原
因是资金面宽松，货币市场利率不断下跌。与此同时，
商业银行非标业务投资受限，融资规模不断降低，也是
造成理财产品收益率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

关于银行理财收益率走势，融 360 分析师分析认
为，未来银行理财收益率将保持长期稳定。虽然9月份
我国依然整体保持稳资金面和宽信用的局面，但由于9
月份临近季末，资金面影响因素增多，季末 MPA 考
核、地方债发行加速、美联储加息等因素会在一定程度
上扰动资金面的稳定。多重因素叠加，预计银行理财收
益率会有小幅反弹。长期来看，由于流动性整体合理充
裕，银行理财收益率还是会趋于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还显示，当前保本结构性存
款在理财产品中比重有所增加，8 月份保本结构性存
款有 443 款，占保本理财的比重为 14.14%，环比增
长 4.2 个百分点。专家表示，随着结构性存款占保本
理财的比重不断提高，原来传统的保本理财逐渐退
出历史舞台，保本类理财产品将更多地由结构性存
款取而代之。

李虹含分析称，这主要是因为，在资管新规过渡期
后，银行理财需要像公募基金一样净值化管理，这对银
行的投研能力、风控水平等是一场综合考验。于是，银
行主要通过多发行滚动类、周期性定期开放式产品，以
及增加发行保本的结构性存款产品来加以应对。

平均预期收益率创年内最大跌幅——

银行理财收益率或小幅反弹
本报记者 彭 江

每逢佳节，关于消费的话题必热，
2018年的中秋假期尤甚。这一方面是因
为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
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
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消费”被各
界给予了更高期待；另一方面，今年中
秋假期吃穿住用行等方面，表现抢眼，
消费潜力和消费活力令人眼前一亮。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之一，消费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

“稳定器”，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台
柱子”。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
进，我国在扩大消费规模、提高消费水
平、改善消费结构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
成绩。但毋庸讳言，当前制约消费扩大

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重点
领域消费市场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
质文化需要仍有差距。时时见诸报端的

“抢购马桶盖”和“消费升级降级争
论”提醒着人们，让消费者真正“能消
费”“愿消费”“敢消费”，依然任重
道远。

所谓“能消费”，就是要让消费者
“有钱花”。袋中空空、囊中羞涩，自
然是不能消费的。今年以来，我国个
税改革在多个方面取得突破，个税起
征点提高，教育、养老、房贷利息等
支出列入抵扣项等，人民群众获得感
显著增强。下一步，要继续完善有利
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收入分配制

度，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
收入群体，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
性收入渠道。

所谓“愿消费”，就是要给消费者
提供更多选择。近年来，出现了购买力
外流现象，一方面是国内居民对高品
质、高端产品和服务需求旺盛，国内市
场尚无法充分满足居民需求；另一方
面，也反映了对国内产品和服务信心不
足的问题。这说明，在满足多层次、多
领域消费需求方面，政府和企业仍有很
多工作要做。要培育中高端消费市场，
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培育
形成新供给，形成具有较强增长带动力
的消费新增长点。

所谓“敢消费”，就是要解决消费
者的后顾之忧。这就需要加快建立健
全高层次、广覆盖、强约束的质量标
准和消费后评价体系，强化消费领域
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提高消费
者主体意识和维权能力，创建安全放
心的消费环境。着力保证基本消费经
济、实惠、安全，提升一般消费品和
服务的质量，保障居民基本消费需求
得到较好满足。

中秋刚过，“十一”将接踵而至，
这又是一场对消费环境、消费质量、消
费安全的大考。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
在营造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之风的
硬仗中，等不得，也等不起。

中秋假日期间，北京某证券公司员工张栋在家认真研究
他在网上订购的智能家庭套装，这个套装包含了网关、人体传
感器、门窗传感器、智能插座和无线开关等多个设备。

为何要安装智能家庭套装？张栋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国
庆期间，我们全家将出游，家里一连几天没有人，的确有些让
人放心不下。这不，安装这套设备后，如果有小偷闯入，传感
器会自动发声报警，震慑小偷，同时还能同步通过手机提醒
我。”张栋还兴奋地表示，这套智能家庭套装只是起步，旅游回
来后他还要添置智能摄像头等其他装备，继续完善。

这个中秋节，信息消费的火爆程度更胜以往。9月23日，
记者来到北京市东直门来福士商场，商场四层的顺电门店面
积不大，却摆满了智能手机、智能音箱、虚拟现实头盔等智能
数码产品，前来体验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柜台负责人告诉记
者：“平时就有很多年轻消费者喜欢前来体验并购买，节假日
期间人更多了。”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
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促进信
息消费。“信息消费是当前创新最活跃、增长最迅速、辐射最广
泛的新兴消费领域之一，对拉动内需、促进就业和引领产业升
级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工信部赛
迪研究院软件所所长潘文说。

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达2.3万亿
元，同比增长15%。根据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的规划，到2020
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将达到6万亿元，年均增长将在11%以上。

据了解，我国信息消费产品呈现高端化、智能化、泛在化
趋势。智能硬件范畴正从电脑、手机发展到可穿戴设备、智能
汽车等，应用场景也从个人向家庭、城市不断延伸。

这个中秋节，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的殷
福英阿姨是在扎蟹工作中度过的。9月21日，阳澄湖
举行大闸蟹开捕仪式，中秋假期就正赶上螃蟹销售旺
季，殷福英每 8秒扎一只蟹，一天要工作 18个小时。
她和丈夫都是当地水产电商企业苏渔水产的产业工
人，丈夫养蟹，她扎蟹，再通过天猫“飞”到全国各地，
一年能为家里带来十几万元的收入。

大闸蟹是每年中秋假期的热门商品之一，也是考
验电商供应链控制力的“试金石”。“这是一场日夜兼
程的赛跑。”新零售物种盒马鲜生上海区域生鲜采销
负责人陈华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每天傍晚6点左右，
阳澄湖的采蟹工开始捕捞，7点开始发往上海，并分拣
和打包；次日凌晨1点左右送达机场，通过空运发往
北京、成都、海南、西安、武汉、贵阳等地；早上6点多，
装载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冷链物流车已经赶在早高峰
之前抵达盒马在全国的门店，早上7点钟，消费者已
经可以在手机上下单买到这些新鲜大闸蟹。”

今年中秋假期恰逢“中国农民丰收节”，各大
电商平台农产品成了主角。京东集团执行副总裁蓝
烨表示，包括四川蒲江红心猕猴桃、云南软籽石
榴、山东蜜薯、梅州蜜柚等特色农产品在内，今年
中秋数百家供应商、品牌商，数万家店铺参与了

“庆丰收全民购物节”。“电商平台的参与，让国内
不少鲜为人知的优质生鲜‘酒香不怕巷子深’。中
秋假期电商平台广泛参与‘丰收节’，承载了城乡
融合发展的经济资源互动，也为农产品流通渠道发
展注入了新动能。”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
主任胡冰川表示。

有些人在家里“吃吃吃”度过中秋，有些人则
选择“在路上”。今年“赏月航班”成了新潮流。
来自携程的大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节当晚“赏月航
班”的预订量同比增长 270%。中秋当晚，国际航
班预订量同比增长 191%，普吉岛、新加坡、曼谷
等地比较热门。

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一个不能少”
李 瞳

9 月 24 日上午，来自北京大兴的陈辛强带着父母小孩结
束了古北水镇的 3日游后，准备返程。“中秋就放 3天假，带着
全家老小周边自驾游是最好的选择，一家人其乐融融。”陈辛
强坦言，自己平时工作忙，陪伴父母的时间很少，现在只要有
机会都会尽量带着父母小孩一起出游。

中秋是家庭团聚的节日，许多游客都是带上孩子和父母
一同出游。因此，家庭客群成为中秋出游主力。驴妈妈旅游
网 9 月 24 日发布的《2018 年中秋出游报告》显示，假期首日、
次日迎来出游高峰，出游人次占比达八成，其中周边游人气最
旺，占比达六成。相比其他假日，中秋出游更重视家庭团圆，
家庭出游订单占比近七成，比端午假期高出30%。

为配合节日气氛，许多景区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活
动，以吸引游客目光。比如，上海周边的嘉善大云镇亲子马拉
松“酷萌跑”开跑、超过 30个跨界吉祥物 IP比赛卖萌等，吸引
了上海、杭州等地众多年轻人群、亲子家庭前往。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秋小长假，恰逢首届“中国农民丰
收节”，各大景区以“丰收”为主题设计了多种多样的旅游活动
和旅游元素。在河南灵宝市寺河山上，红彤彤的苹果缀满枝
头。来自郑州的陆雨婷兴奋地说：“利用假期带父母小孩欣赏
田园风光，品尝时鲜果蔬，感受农民丰收的喜悦，真好。”

业内专家表示，消费者将越来越重视安全、品质和体验消
费，建议旅游平台或旅游企业可以形成联盟，采用一致的亲子
家庭游产品标准，主动迎合旅游消费的新变化，升级产品和服
务，以开发更多符合家庭需求的亲子产品，进而推动行业向高
质量发展。

中秋节假期，刚拿到新能源汽车牌照的潘一鸣
没有像往常假期一样带家人离开北京去旅游，他琢
磨着赶紧买辆新能源车，以后出去就更方便了。在
朋友介绍下，他报名参加了北汽新能源团购会。

“你看这个活动时间，是9月29日到30日，现在已
经报名489个了。”潘一鸣指着屏幕对记者说，“这个平
台好评率为98%，还是比较靠谱的。到时候去现场看
看，价格如果合适，基本就可以定了。”

从以前瞧不上新能源汽车，到现在自己要
买，潘一鸣说，这个变化不仅因为牌照受限，也
是由于新能源汽车表现越来越棒了。“现在续航里
程有三四百公里，充电桩也方便找了，开着心里
就踏实多了。”

像潘一鸣一样，中秋假期选车的人也不少。节
日期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售员小曹就没有休
息。“新上的新能源‘元’卖得特别好，提车都要

排队。”
中国汽车协会日前公布的最新销量数据显示，

8 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9 万辆和
10.1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39%和49.5%。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
示，2018 年下半年，乘用车市场整体面临巨大的
压力，全年零售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但新能源汽车
表现出良好的销售趋势。预计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
能够达到 110 万辆，其中乘用车能达到 80 万辆，
同比增长50%以上。

崔东树说，随着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接受度不断
提升，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各方推动的重点，市场会总体
走强，也会成为汽车市场的亮点。同时，随着插电混动
化的发展趋势，前期布局普通油电混动的部分国内车
企将逐渐停止普通油电混动的产品产销，逐步转向插
电式混动，相关产品会有更好表现。

新能源汽车：

从“瞧不上”到“抢着买”
本报记者 刘 瑾

网络购物：

大闸蟹上演“极速奔跑”
本报记者 陈 静

信息消费：

设备高端 应用亲民
本报记者 黄 鑫

旅游新风：

“路上团圆”其乐融融
本报记者 吉蕾蕾

9月23日，在南京北极阁广场，人们在观赏一座大型的“月亮”造型景观。
刘建华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