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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位于北京南五环的苏宁商城，
周末时人潮涌动、熙熙攘攘，商家推
出各类促销活动吸引消费者， 智能
电器销售十分火爆。

北京市民刘女士说：“最近刚刚
装修了新家，就过来看一看家电，现
在打折促销都很实惠，洗碗机、扫地
机器人等等，品种全、智能化水平也
高，我准备一次配齐。 ”

线下火热，线上也当仁不让。随
着消费升级和居民生活水平提升，
高品质、智能化、个性化定制家电产
品正在成为家庭消费的新趋势。

苏宁“818”购物节数据显示，苏
宁易购智能数码品类开售两小时的
销量较去年同比增长了750%，智能
洗碗机销量同比提升了286%，智能
门锁销量同比增长了791%，苏宁小
BIU家族智能产品销售额环比增长
了349%。

过去半年多的时间， 整个北
京的消费市场一片火热。 根据北
京市统计局数据，1月至 7月，北
京 实 现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6703.8亿元， 同比增长5.3%。 其
中，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实现
网上零售额1747.4亿元， 同比增
长26.3%。

在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商品
类值中， 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类商
品实现零售额384.4亿元，同比增长
19.5%，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1个百分点。
火热的消费场景离不开实实在

在的政策供给， 北京市商务局局长
闫立刚表示， 北京市今年开始实施
新一轮节能减排促消费政策， 商品
品类增加多项， 定点销售企业扩大
到全市27家销售企业， 进一步扩大
消费者的购买渠道， 让消费者得到
更多福利、更多获得感。

不止于家电，根据统计，今年1
月到7月，在诸如文化办公类商品零
售额、 日用品类商品零售额等方面
同比都增长了20%以上， 有效拉动
社会消费。

北京市有关部门抓住时机，联
合相关企业连续启动多轮多品类的
促销活动，如2019北京国际品牌节、
2019妇女儿童消费月、2019北京家
居品质消费月、2019北京智能消费
节等，瞄准暑期、开学季、中秋、国庆
等重要节点，围绕家具、文娱、餐饮
等领域， 着力培育首都消费市场新
热点。

仅在8月底启动的2019北京
智能消费节上，就有国美、小米、
华为等100余家智能零售平台和
品牌企业推出30余个品类的智能
商品和服务， 丰富的产品供给满
足了居民多层次、 多样化的消费
需求。

苏宁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从
趋势上看，消费者对于高品质、智能

化、个性化需求旺盛，北京苏宁推出
“以旧换新”补贴，发挥线上线下的
双线优势， 推动智能产品的更新换
代，补贴重点升级到家电、手机、电
脑等多个品类。

据了解， 北京市有关部门正计
划在《北京市扩大内需建立完善总
消费政策促进体系工作方案》 基础
上，在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
家政、教育、信息等领域各出台至少
一项促消费政策， 形成全市域促进
总消费政策集成。

“我们将进一步健全完善促进
总消费体制机制， 精准定位从供给
端发力，激发新一轮消费活力，统筹
促进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 满足人
民群众的需要， 促进商品消费不断
提档升级， 推进服务消费持续提质
扩容。 ”闫立刚说。

/新华社

人群中约10%是
左撇子。 英国研究人
员在新一期英国《脑》
杂志上报告说， 他们
确认了人类基因组中
与左撇子相关的基因
区域， 并发现其中一
些区域与大脑结构有
关。

此前以双胞胎为
对象的研究发现，约
25%的左撇子是遗传
所致， 但具体由哪些
基因决定尚不清楚。

牛津大学研究团
队分析了“英国生物
银行” 中约40万人的
基因组数据， 其中包
括约3.8万名左撇子。
通过分析， 研究人员
确认了人类基因组中
与左撇子相关的4个
区域，其中3个区域与
影响大脑发育和结构
的蛋白质相关。

研 究 人 员 解 释
说， 这些蛋白质与大
脑细胞内微管的形成
有关。 微管是细胞骨

架的主要组成部分，
而细胞骨架是细胞质
中一种蛋白纤维网络
结构， 不仅对维持细
胞形态、 保持细胞内
部 结 构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而且参与多种生
命活动。

对约 1万名研究
对 象 进 行 大 脑 成 像
后，研究人员发现，与
左撇子相关的遗传效
应与脑白质纤维束的
结构差异相关， 而脑
白质纤维束包含着连
接大脑语言区域的细
胞骨架。

“我们发现，左撇
子研究对象的左右脑
语言区域以一种更协
调的方式相互交流，”
论文作者之一、 牛津
大学研究人员维贝格
说， 这为未来研究提
供 了 一 个 有 趣 的 方
向，即左撇子执行“语
言任务” 是否更具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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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衣橱：

是换不完的新衣服,还是换出新烦恼？
一件普通衣服的价格就能一整月换穿各种时装，及时换新衣还不占用自家衣柜……这既是各大共享衣橱 APP 的卖点，也是用户最期待获得的实惠。 然而，一些

用户近期发现，租衣 APP 的服务水准日渐下降，缴费 1 个月实际只有 20 天能持有衣服，部分衣物与展示图片差异较大，一旦出现消费纠纷月费仍会照扣。

家电受热捧 日用产品增势强
消费亮点频出撑起北京市场

有的人天生就是左撇子
科学家确认与左撇子相关基因区域

共享模式未成熟 成本服务难两全
“看到新衣服就想买，很多

衣服买回来穿不了几次就压箱
底了， 家里旧衣服成堆……”白
领王薇然的困扰可能也是不少
都市年轻人的心声。 主打共享理
念的租衣 APP应运而生， 成为
不少追逐时尚、环保的年轻人的
新宠。

伴随着共享经济大潮诞生
的共享衣橱，同样经历了行业洗
牌，据业内不完全统计，有多个租
衣平台存续不到两年即关停，目
前有衣二三、托特衣箱、女神派等
仍在运营。

虽然各平台定位与租用模
式略有区别，但总体相近：平台既
提供大量日常服饰，也有高端礼
服，用户缴纳固定月费，可以租用

一定数量的衣物，平台承诺对衣
物进行专业的清洗、消毒。

因此，与用户体验息息相关
的不仅有衣物的款式质量，快递
运输速度、衣物清洁程度都会极
大地影响租衣感受，也对控制运
营成本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与其他共享产品不同的是，
衣物更具私密性，如何改变用户
观念、找准市场定位也成为一大
难题。 高收入群体不愿穿旧衣、
低收入客户难以保证营收，人们
相对比较愿意接受的礼服租赁
又具备极强的季节性，难以支撑
公司全年运营。 在一系列压力
下，一些共享租衣平台不得不在
用户体验与运营成本之间艰难
平衡，“服务降级”愈演愈烈。

物流变慢、标价虚高 用户权益频缩水
除去“是否能接受穿二手

衣物”的主观感受争论，用户对
共享衣橱 APP 的各类投诉也
在不断增加。记者调查发现，在
衣物租、寄、还的各个环节，都
有用户遇到困扰。

———擅改规则导致权益缩
水。 去年 10 月，衣二三曾因擅
自修改规则、 缩减优惠力度遭
到大量用户投诉， 用户两次租
衣之间的时间间隔被拉长，钻
石会员权益及折扣下降， 原先
的“顺丰快递往返包邮”被更改
为普通快递包邮， 而用户如果
不勾选同意新协议， 就无法继
续正常使用 APP。

网友小谌说， 自己住在小
城市， 物流配送慢，“一个月缴
30 天的会员费，实际能穿到衣
服的时间还不到 20天。有时快

递延误了， 客服也没有给出补
偿。 ”

———品牌模糊，价格虚高。
记者发现，在租衣 APP 里有不
少衣服声称来自设计师品牌，
标价不菲， 但是这些品牌在电
商平台上却难觅踪迹。 还有不
少网友反映， 自己收到的衣服
与平台上的图片存在细节差
异， 甚至同一件衣服租用两次
却面料不同。“这让我对衣服的
来源有些疑虑。 ”网友小月说。

此外， 衣服的价格也让人
疑惑重重。衣二三 APP上一款
蓝色女士衬衫声称原价 899
元，非新品售价 175 元，而淘宝
上同品牌的同款衬衫新品仅售
89元。 如果消费者不小心损坏
衣物， 面临的则是以平台非新
品价格为准的赔偿。

———纠纷不停，扣费不止。
陈女士说， 自己今年 6 月从衣
二三 APP 租用了衣服和手表，
并通过平台预约顺丰物流归
还， 寄回时快递人员曾当场验
货。但几天后，衣二三的客服告
知陈女士， 没有收到寄回的手
表，要求她必须出钱买下。

双方各执一词， 平台还不
同意在纠纷期内暂停计算会员
时间。 陈女士既不能继续下单
租衣，也无法取消连续包月，因
为设定了免密扣费， 只能眼睁
睁看着账户被扣除月费。

此外，一些用户抱怨自己
收到的衣物褶皱、泛黄、夹带
头发和异物，不仅无法穿着，
也令人担心各租衣平台号称
的“十几道清洗消毒工序”是
否可靠。

要美丽更要权益 消费者还需多一些保护
一方面， 共享衣橱让爱美

人士多了一种省钱划算的新选
择； 另一方面， 复杂多变的规
则、 衣物消毒和折损问题等也
让不少消费者望而止步。 专家
提示，租衣 APP 还需要对消费
者多负责任、多些保护。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
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认为，
共享租衣与婚纱租赁等商业模
式相仿，但是衣服类型多、使用
频次更高，因此，衣服污损定责、
用户体验等方面容易产生纷争。
此外，租衣对象的在线描述和实

物要一致，否则涉嫌侵犯消费者
知情权。监管部门、平台和用户，
都应围绕可能产生的环节来细
化规则，保障公平。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
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表示，
共享衣橱 APP 首先需要在制
定规则时更加注重公平合理，
比如出现衣物染色、 损坏等问
题时，要根据衣物租赁的记录、
次数， 按照折旧后的价格合理
赔偿。 平台还需要将使用规则
有效地告知消费者， 重点内容
需要消费者确认， 不能列在冗

长的用户协议里。
国务院办公厅今年 8 月发

布的《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
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加强
平台经济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
鼓励平台建立争议在线解决机
制，制定并公示争议解决规则。

“这种看上去很美的消费
新模式，对消费者很有吸引力，
但是新行业的监管和消费者维
权环境还不完善。 如果真的要
做好，还需要监管部门、平台、
用户等共同付出努力。 ”陈音江
说。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