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27

日， 记者在广信区利民服装厂看到许

多女工， 每人各司其职忙着赶制沙滩裤。

“

2020

年冬季服装行业会是寒冬吗？ 其实这是

一语双关。 年初特殊情况是各行各业进入休眠期，

企业都在求自保或者暂停。 服装行业也不例外， 也

经过艰难之路。” 该厂的负责人刘阳生说， 说到另

外一层意思的寒冬， 每年冬季来临之前， 大家都会

讨论寒冬和暖冬的话题， 以便服装业做好相对应的

准备， 无论是寒冬和暖冬， 我们服装人只要心系门

店和投资者的利益， 保证随时有应季的产品供应就

行了。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 该服装厂主要是生产沙滩

裤 ， 均是外贸单 ， 时下每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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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工人在生

产， 每天可赶制沙滩裤近千条。 刘阳生告诉记者，

今年服装行业与往年相比差距明显， 一方面疫情前

期生产厂家无法开工， 导致商品种类供应不及时

;

另

一方面零售门店折扣太多， 正常水平应该是八折，

现在已经打到了四折不等。 尽管如此， 消费人员仍

然不多。

刘阳生告诉记者， 借助新零售 、

5G

技术的机

遇， 转型升级成了服装产业新的希望。 “ 现在的商

业渠道， 模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线上营销如果可

以跟经销商结合在一起， 转型能够成功， 企业可以

脱颖而出。” 刘阳生说， 随着

90

、

00

后成为消费主

力军， 他们的喜好、 习惯和需求备受关注， 注重个

性化的消费体验成为年轻人的特点。 疫情发生后，

采取线上直播、 朋友圈以及抖音的形式给客户发布

新的产品信息。

“

2020

年上半年主要靠直播跟客户交流互动。

我们每个车间主任每周都会做一场直播， 介绍衣服

的面料、 款式还有尺码等， 直播给厂里带来了比较

大的销量。 目前线下的客流量也在增加， 相信生意

会慢慢好起来。” 刘阳生信心满满地说。

消费

观察

岁末年初上饶各大商场活动多人气旺

本报记者 蒋学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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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监管局:

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儿 时 记 忆 之 手 电 筒

本报记者 陈建 见习记者 钟芷涵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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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记者走访了上饶的万达、万力、吾悦等商场，以及

步步高、大润发等超市，发现无论在哪都是人流如潮人气旺旺。

12

月

27

日晚上， 记者在吾悦广场大门前看到， 虽然是寒

冬， 但均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不仅有不怕冷的年轻人， 也有

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小孩子。 大门左边搭建着一个大舞台， 强

烈的音乐声非常震撼， 选手正在舞台上跳着街舞， 围观的市

民纷纷拍照。 大门右边的小吃摊前， 或是购物摊前， 围满了

人。 走进广场里面， 也是人气爆棚 ， 买衣服的 、 看电影的 、

吃美食的， 或是闲逛的， 个个脸上洋溢着喜迎新年的笑容 。

也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和“ 商场吉祥物” 拍照， 然后传至朋

友圈， 获得一定数目的点赞后， 还有机会免费领取奖品， 或

是抽奖的机会。 少数年轻的男女更是在现场拍抖音， 秀自己

的颜值和美丽心情。 正在商场购物的市民揭利群告诉记者 ：

“ 新年到了， 就带家里的老人、 小孩一起出来玩， 感受一下热

闹的气氛。 吾悦地方大， 可逛地方比较多， 挺适合家庭消费

的。” 除了吾悦以外， 万达、 万力广场和步行街等地方也非常

热闹，促销活动也是五花八门。

为喜迎元旦，上饶的多家超市总是有不少活动，今年自然也

不例外。 记者在走访步步高、永盛、大润发等超市的时候发现，

很多人带着家里的老人买衣服或是带着小孩买玩具。 在信州区

中山路的嘉百乐超市水果区选购水果的李雪女士告诉记者 ：

“ 超市的水果比较便宜，而且在搞特价，很是吸引人，所以过来

买些。”超市除了水果蔬菜、玩具以外，洗漱用品和清洁用品也是

消费热点。缪土仙女士告诉记者：“ 新年到了，就想过来采购一下

日用品，比如牙刷、毛巾等等，都可以换新的了。顺便看到有优惠

的，比如油、坚果等，也买些，提前置些年货。 ”

在广信区永盛超市的食品销售区，也是人头攒动，大多数都

是中老年或家庭采购。 元旦期间，超市卖场的促销很多，比如沃

尔玛的口腔护理产品满

40

元减

7

元、 衣物洗涤产品满

80

元减

15

元、散装食品满

60

元减

12

元……促销活动很是吸引人！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为了打赢新年第一战，各娱乐场所、

花市、金银首饰店纷纷推出促销活动，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做足准

备，大打“ 跨年牌”，一些寓意着好彩头的活动接连不断，比如砸

金蛋中大奖、派发新年红包、各种打折、大礼包、返现金、赠礼品

等优惠吸足了顾客的眼球， 形成了农历新年前应节商品销售的

小高潮。“ 计划春节结婚，趁着假期商场有优惠，赶紧把金银首饰

买了。 ”市民张媛冰在万达广场金街购物，因为要结婚，先把首

饰、衣服等准备齐全。“ 春节前后是本地婚嫁旺季，极大带动了婚

嫁珠宝首饰的销售量。 ”一金店老板祝杰说。

另外，各类服装、鞋子都也在元旦期间热卖起来。“ 新年到

了，买件新衣服，迎接更美好的一年。”在上饶市步行街一服装店

选购衣服的女士饶金凤说。“

2019

年上半年受疫情的影响，根本

没赚到钱，借助元旦和春节打翻身仗！ ”一服装店老板缪神土笑

着说。

本报讯 卢金全 记者蒋学华报道： 为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打击各种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有效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 上饶市市场监管局以质量为导向，全面部署重点行业、重点

领域，守护“ 生活中的安全”。同时，积极发挥部门职能作用，强化宣传教

育，强化重点打击，强化联动联合，推进“ 双打”工作，营造公平、安全、有

序的市场竞争氛围。

重点打击整治安全隐患。以“ 餐饮业质量安全提升”为引领，全面部

署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集中加工区和示范点创建工作， 落实小作坊集

中加工示范区

2

个，小作坊示范点

38

个。 针对性开展“ 辣条”、固体饮

料、桶装水和食品添加剂“ 两超一非”等专项整治，排查安全隐患

1200

多条，建立食品生产安全形势分析制度。今年以来以防疫物资、食品、药

品、农资、建材等为重点产品，以乡镇、城乡接合部为重点区域，以节假

日为重要时间节点， 重点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加强市场随机检查和产品

抽查：一是查处以假充真、伪造或冒用他人厂名、厂址，伪造或冒用质量

标志违法行为；二是查处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质量

违法行为；三是查处伪造、冒用、超期、超范围使用强制性产品认证违法

行为；四是查处未经许可或批准，以被依法吊销、撤销许可证，许可证或

其他批文有效期届满后未按规定重新办理批准手续，擅自从事食品、食

品添加剂生产加工等违法行为。 同时，畅通

12315

投诉举报渠道，加大

网络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监管和打击。

截至目前， 全市共出动执法检查人数

11800

余人次， 检查经营户

5360

余家，查办案件

99

起，查扣物资案值

89.26

万元，罚没款

77.21

万元。

上下联动形成共治合力。市市场监管局纵向注重强化系统内各县、

市、区局的联合，横向注重加强与公安、农业农村、文广新旅、商务、海关

等部门协调沟通，加大对假冒伪劣产业链各个环节的监督检查力度，对

制假售假的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实行全面监管，形成上下联动、部门

联合的打防管控一体化工作格局。 全市今年深入开展了严厉打击整治

农村市场假冒伪劣、“ 三无” 等产品和严厉打击涉汛涉灾假冒伪劣商品

违法犯罪行为，全市各县（ 市、区）局集中行动、各部门联合执法，取得了

良好治理效果，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广大市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

进一步增强。

普法宣传增强辨假能力。为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市市场监

管局结合“

3

·

15

消费者维权日”“

4

·

26

世界知识产权日”“

6

·

9

世界认可

日”“

12

·

4

国家宪法日”以及质量月等时机，大力开展“ 知识产权服务万

里行”、“ 有机产品认证宣传周”、“ 保健食品科普宣传五进”等活动，发放

宣传资料

2.9

万余份，发布宣传报道和消费提示

760

余条，大力宣传普

及法律知识，提升百姓识假辨假能力。

此外，上饶市市场监管局自编自导打击假冒专利微视频《 赠送假冒

专利产品违法吗？ 上饶市场监管部门告诉你》 ，被总局、省局微信公众

号、抖音等平台转载推送。 通过线上线下广泛宣传知识产权保护、打击

假冒伪劣商品等宣传， 提高了全市各单位、 各市场主体和市民群众对

“ 双打”工作的认识和守法意识，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 现在的手电筒， 有戴在头上的， 有手提的； 有

扁的， 有圆的， 有正方形的， 有长方形的， 颜色也是

各异， 价格

10

元或

30

元不等。 手电筒已不用电池，

改成了充电式， 方便又耐用。”

12

月

26

日晚， 广信区

解放路一小商品超市的服务员祝英英说。

此时一位看上去五六十岁的老人正在挑选手电筒。

老人告诉记者， 记得在三十年前， 他在乡下的时候，

很多人走夜路， 只是用火把、 煤油灯， 遇下雨或是刮

风的时候， 就只能睁着眼睛瞎摸乱撞了。 因而， 那时

候手电筒是农家的稀奇之物。 那时候的手电筒还是铁

外壳， 用两节干电池。 少数有手电筒的村民生怕手电

筒换错， 还在上面做个记号， 或绣束樱花、 或粘点油

漆在上面、 或用一个小荷包挂在手电筒屁股上。 “ 近

几年买手电筒的顾客越来越少了， 一两天才能卖出一

个， 一般是学生和户外运动的人购买。” 祝英英说。

12

月

27

日， 记者来到广信区煌固镇山头村的一

个乡下小超市， 看到该超市里有手电筒出售。 老板缪

宇新告诉记者， 他开店已经

20

多年了， 以前一年要卖

出

1000

多个， 村民走夜路， 要用手电筒， 晚上给稻田

灌溉， 要用手电筒， 早上起早干农活， 要用手电筒，

一些年轻人夜间抓泥鳅和青蛙， 都是用手电筒的。 现

在充电式手电筒取代了干电池、

LED

灯珠取代了传统

的灯泡、 筒身也是从铁壳变成了铝合金。 而且手电筒

的名称越来越多， 比如充电手电筒，

LED

手电筒、 强

光手电筒、 警用手电筒等。 手电筒的用途已经体现在

扑救山火、 抗洪抢险、 地震救灾、 养殖巡查、 户外运

动等方面， 但是使用手电筒的村民越是越来越少了，

店里一年卖不出

100

个手电筒， 因为近几年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飞速发展， 到处都有了路灯， 生活越来越好

的农民也不再起早摸黑地干农活。

“ 以前基础设施很差， 路灯这些都是没有的， 所

以晚上出门就全靠手电筒了。 别看它其貌不扬， 这可

是当时必备的照明工具。 也是多亏了它， 才免得夜里

走错路， 甚至走进涵洞或水沟里而摔跤。 更严重的，

没有手电筒， 还会踩到蛇， 被蛇咬伤。” 缪宇新说。

“ 服装 + 直播”创新销售方式

本报记者 蒋学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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