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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肥热潮
催生春季消费热点

运动用品类持续受追捧

三月不减肥，六月徒伤
悲，春季减肥成为网友热搜关
键词。据唯品会春季特卖节
的消费数据显示，户外运动多
个品类同比增长超 100%，其
中最受欢迎的是骑行装备、游泳/
潜水/水上运动装备、冰雪户外运
动装备，同比分别增长332.30%、
300.07% 和266.66%。体育用
品中，运动鞋需求量最大，安踏、
阿迪达斯、李宁三大品牌销量
高居榜首，其中回力运动鞋同
比大幅增长 1218.41%，李宁

运动鞋同比增长 126.29%，国
潮在唯品会春季特卖节中优
势明显。

春季换装需求大
婴幼童装占“80后”母

婴市场最大份额

女装作为唯品会主打品
类，广受各年龄层欢迎。春季
特卖一开售，许多品牌热门款
式在数小时内即被一抢而空。
其 中 ，嬉 皮 少 女 的 HIPPIE
MISS的女下装、南极人女上装
和森马女上装销量占据女装品
类前三位。而经济独立的“80
后”人群，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
和家庭的主心骨，在给自己购

物的同时，也不忘给小孩换新
装。婴幼童装最多出现在“80
后”爸妈的购物车中，其中，真
维斯的中大童装最受欢迎，销
量同比增长超10倍。

美颜美妆
成95后精致小姐姐出

街必需

处在25岁阶段的95后更
加注重个人形象，美妆产品消
费力遥遥领先其他年龄段消
费者。在这些精致的小姐姐
的购物清单中，彩妆品消费名
列前茅。根据唯品会春季特
卖的消费数据显示，在彩妆品
类中，完美日记唇妆、卡姿兰

底妆和完美日记眼妆产品最
受消费者追捧，贡献了 TOP3
的订单数。此外，透真底妆产
品暴涨205倍。

近年来，随着国货彩妆品
牌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国货品
牌不仅在品质和销量上与美
宝莲等海外大牌并驾齐驱，部
分品牌更大有赶超之势。

地域消费
上海日用家居消费势

头增长猛烈

此次春季特卖节，除用户

消费趋势及喜好的明显变化，
唯品会消费数据还展现出了
地域消费的鲜明特征。数据
显示，浙江、江苏、天津、广东、
上海是奉献唯品会销量最多
TOP5 地区。其中，浙江地区
冰雪户外相关运动用品销量
居 高 不 下 ，同 比 增 长 高 达
50%，成为爱运动的代表地
区；上海地区，日用家居增长
势 头 较 猛 ，销 量 同 比 上 涨
27.27%。广东比其他地区更
早进入春夏季，换装需求促使
广东用户女装消费量的提升
更快。而湖北、青海、山东、安
徽、广西、江苏等地的美妆订
单量则遥遥领先。

唯品会坚持“品牌特卖”
核心理念，持续为用户精选众

多优质好货，让用户买得超
值。为了让消费者体验到更
贴心、便捷的购物体验，唯品
会全面升级会员体系，用户买
满 88 元即享受顺丰包邮的服
务。同时保障用户七天无理
由退换货的需求，用户在唯品
会购买的所有自营商品，退换
货服务将统一由顺丰上门取
件完成。此外，唯品会持续
深化与顺丰合作，不断提升
物流效率和配送服务质量，
基本实现无盲点覆盖，越偏
远的地区越加大物流配送力
度，提升“最后一公里”的配送
消费体验。

不仅如此，唯品会为优化
用户体验，还加大对客服系统
的升级，提供“退换一体”、“一
键免费上门揽退”服务，进一
步提升用户问题解决时效。
另外，订单支付成功后十天内
支持价格保护。唯品会还设置

“按灯”规则，对客户多次投诉
存在质量问题、描述不符和错
发等问题的商品进行下架审
查，并对相应产品质量、资质进
行审核。审核无误后重新上架
商品，让大家买得放心。

唯品会春季特卖节仍在
继续，将持续放送好价好货好
品牌，让消费者无需花大价
钱，轻松畅快地买买买。

（广告）

3 月 11 日，货拉拉发布
最新整改进度：搬家及跟车
订单上线全程录音功能；承
载录像和信息采集功能的

“安心拉”智能行驶记录仪，
已开始在长沙装车进行产品
验证，试运行和优化后逐步
向全国推广。

在APP内对司机进行线
上操作指引后，作为搬家及
跟车订单重要信息采集方式
的“行程录音功能”已正式上
线，功能覆盖平台全部车型，
司机抵达装货地后即自动同
步 开 启 录 音 ，行 程 中 只 要
APP 保持运行，录音即可持
续，卸货完毕后录音结束并
自动上传云端保存7天，对于
疑问订单或纠纷订单，将适
当延长保存时限。

与此同时，货拉拉自研
的“安心拉”智能行驶记录仪
已在长沙进行小规模装车试
验。“安心拉”通过多路摄像
头（驾驶室摄像头、路面摄像
头、货厢摄像头）、定位系统
等全方位采集车内环境和货
物数据，获取更多订单内实

时信息，并且与货拉拉 APP
连通，与 APP 端的安全中心
一起，为运输保驾护航。目
前，货拉拉已在长沙装车试
运行10台“安心拉”智能行驶
记录仪，4 月起，将陆续在上
海、杭州、苏州等 8 个城市上
线试运行1万台，7月开始在
全国推广应用，预计将于年
底覆盖同城业务50%订单。

货拉拉风控负责人朱怀
宇介绍说，“安心拉”智能行
驶记录仪有车内外全方位录
音录像、实时车辆定位及轨
迹采集、隐藏式报警、语音提
示四项功能，内置 AI 算法识
别异常状态，驾驶室、车厢有
异动均可实时提醒，保障客
户、司机及货物安全。在安
全事件处置方面，货拉拉也
已完成安全处置标准流程升
级，并在业务落地的 180 个
城市与当地警方建立了信息
通报专属通道，确保与平台
相关的涉警信息可快速通畅
流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雷强

专家说法：
强化行政监管势在必行

根据网经社“电数宝”电
商大数据库显示，2020 年我
国在线教育领域共发生 111
起融资，总金额超过 539.3 亿
元，为近五年最高，总金额超
过了过去四年（2016年-2019
年）的融资总金额。

在线教育平台竞争进一
步白热化。对此，网经社电子
商务研究中心在线教育分析
师陈礼腾表示，资本的疯狂介
入，广告的夸张投放，公司野

蛮生长导致质量参差不齐。
对于在线教育公司来说，只
有打造高质量的教学内容以
及完善的教育体系，才能走
得长远。

对于在线教师资质造假、
虚假宣传、解除合同退费难
等行业乱象，中国消费者协
会指出，一方面需要在线教
育平台尽快从资本竞争中回
归到教育本位，强化行业自
律，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优质
服务；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关
部门进一步强化行政监管，
联合消协等相关社会组织制
定在线教育服务标准，夯实
维权制度保障，规范在线教
育市场发展。

律师支招：
消费者需综合研判

平台资质

在消费者层面，如果遇到
在线教育机构虚假宣传，授课
老师无资质，或者网课质量不
高，机构破产倒闭跑路等问
题，消费者又该如何应对？

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
了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闫创。闫创表示，消费者
如果遇到机构涉嫌虚假宣传

等行为，可以去市场监督管理
局投诉并要求给予相应的处
理。同时，消费者可以依据

《民法典》的规定要求解除合
同，并主张退回全部款项。

对于消费者去上课之后，
发现网课质量不高，听课效果
不佳，实现不了合同目的等情
况，闫创表示，消费者可以依
据《民法典》565条的规定，向
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发送解除
合同通知书，并要求退课或
者退费，并且保留相应的沟通
证据。

此外，闫创指出，在线教
育机构破产倒闭跑路，属机构
违约。至于学费问题需找机
构主张权利，如果机构跑路涉
及的学员和学费较多，可以请
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到机
构所在地派出所报案来主张
相应的权利。闫创建议，在选
择在线教育平台时，不要光看
其广告宣传，还需要求平台提
供相应资料，查看教育平台公
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及是否有
行政处罚、是否有大量的消费
者教育合同纠纷诉讼等进行
综合研判。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雷强

在线教育市场维权成“老大难”问题
专家律师支招教你各个击破

货拉拉公布整改进度：
上线行程录音功能 并试运行车载设备

随着在线教育风口的兴
起，一大批在线教育平

台迎来了发展的红利期。但
在线教育火爆的背后，是消费
者维权频频受阻的困局。

今年1月，中国消费者协
会发布了“2020年十大消费维
权舆情热点”。其中，在过去
一年里，伴随着互联网消费
热 度 的 高 涨 ，在 线 教 育 等

“ 云 上 ”消 费 维 权 较 为 突
出。那么，对于在线教育领
域频发的问题，消费者应该如
何“避坑”？

唯品会春季特卖节：
“运动减肥”和“生活品质”掀下单热潮
3 月 3 日，唯品会正式
盛大启幕春季特卖节，

上千品牌好货低至一折，众多
超值好物直降领券，一件立
减，为消费者献上了一场极致
性价比的购物狂欢节。目前，
参与本次唯品会春季特卖的
11大品类中，服饰穿戴类商
品仍保持着主力军地位，女
装、母婴用品、户外运动等三
大品类稳居销量TOP3。整个
3月，唯品会将持续为广大消
费者带来超 4000+大牌的超
值好货，更多春季新款，尽在
唯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