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食、美妆、奶粉、服装、首饰……如今只要动动手指，原

产于全球各地的产品都能送到家。记者走访看到，十一黄金

周的余温还未完全消退，实体商家在延续促销的同时，海淘

洋货正在成为双11前夕市民消费的新主张。

时报记者 单毅 报道 贾磊 摄影

冬装上市就先打折 实体店迎战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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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1日，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儿童个人信息网

络保护规定》正式实施。据专家介绍，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儿童网

络保护的立法，明确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制作、发布、传播侵害儿童

个人信息安全的信息，确定了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具体原则，以及

网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该规定填补了互联网时代儿童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空白。具体请看2版。

《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
10月1日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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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刚刚面向公众开放的滨海科技馆人流如

织，每日游客络绎不绝，截止到10月7日，接待游客量已超过万人，公

众满意度极高，成为了滨海新区市民和外地游客的又一打卡“圣地”。

随着运营时间逐步增加，滨海科技馆互动和展示内容将更加丰富与全

面，将成为集科普展览、特效影视、教育培训、展品研发、资源集成等于

一体的综合性科普传播基地。具体情况请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滨海科技馆国庆人气旺
渐成新区全域科普新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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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一周

今年十一黄金周，消费市场洋溢

着浓浓的喜庆氛围，购物、餐饮等传统

消费亮点纷呈，旅游、文化、体育等新

兴消费蓬勃发展，夜间经济、首店经济

成为新亮点，价格总体平稳。据商务

部监测，10月1日至7日，全国零售和

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1.52万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8.5%。 《经济日报》

据中国票房网数据显示，截至10

月 7 日晚间，今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

突破了50亿元。其中尤以《我和我的

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部国庆

献礼片的表现最为抢眼，票房分别突

破22.17亿元、19.72亿元和8.2亿元。

人民网

点 赞

惊 叹

50亿！“史上最强国庆档”
见证献礼片走进3.0时代

十一黄金周零售和餐饮销售额
达1.52万亿元

关 注
国庆假期前六天全国边检机关
查验出入境人员1045万人次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国庆节

假期前 6 天，全国边检机关查验出入

境人员 1045 万人次，同比下降 11%。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607万人次，同

比下降15.1%；港澳台居民出入境303

万人次，同比下降7%；外国人出入境

1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 人民网

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5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 60 余名记者，近日走访

了中新天津生态城智慧城市运营中

心、中新友好图书馆等地，了解天津

市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情况。“我

对于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印象非常深

刻。”东盟记联主席特别代表凯迪

派·楚恩苏基(Kitipat Chuensukjit)表

示，这是中国与新加坡友好合作的

代表。 中新社

外国记者走进天津
探访智慧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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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行

政审批局的组织下，泰达国际心血管

病医院互联网医院（简称“泰心互联网

医院”）通过专家组现场核查建设流

程，获批成为天津市滨海新区首家互

联网医院。截至 8 月底，泰心互联网

医院已完成浏览微信小程序 380277

人次，线上复诊接诊 6310 人次，开具

线上处方 6138 人次，免费送药到家

948人次。 北方网

滨海新区首家互联网医院获批
拿手机就能复诊开药

到航母、方特等主题公园体验特

色活动，去科技馆、海博馆感受科技文

化魅力，去茶淀、北塘码头体验农家旅

游乐趣……今年十一长假期间，滨海

新区充分发挥旅游资源优势，各景区

推出一系列展现滨海风采、滨海文化、

滨海创新等特点的旅游文化活动，喜

迎八方游客。据统计，国庆假日期间，新

区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72.39万人次，综

合收入6122.24万元。 人民网

十一长假滨海新区
揽客72万余人次

十一黄金周，家住开发区的马先上没

有外出，可十一假期一过，马先生就带着家

人去了趟南昌，用旅游的脚步丈量祖国的

大好河山，感受红色旅游的魅力。驴妈妈

旅游网最新发布的《2019国庆出游总结报

告》显示，红色旅游、夜游、文博游以及登高

赏秋都是今年国庆热门的出游主题，其中，

上海、杭州、苏州、无锡、三亚、广州、南京、

常州、北京、宁波成为今年国庆期间全国热

门客源地Top10。

《报告》显示，红色旅游目的地方面，除

了举办阅兵式、国庆氛围浓厚的首都北京

之外，上海、南昌、延安等具有革命文化历

史的城市也受到游客青睐。如驴妈妈推出

的“红色旅游井冈山之行”线路，游客可参

观革命旧址，看名人故居，成为今年国庆的

“爆款”之一。许多老一辈希望借此机回忆

峥嵘岁月，年轻人也可以从中感受历史。

井冈山、茅山、一大会址、西柏坡、古田会

址、刘公岛、白洋淀、沙家浜、朱德故里、遵

义会议纪念馆成为国庆期间红色旅游热门

景区Top10。

此外，近年来，夜游经济发展迅速，不

少景区目的地也推出多种夜游产品刺激游

客消费需求。游客可以通过乘船夜游和夜

游动、植物园等形式感受与白天不一样的

风景。《报告》显示，今年国庆七天，驴妈妈

平台的夜游相关产品预订量同比上涨

35%，广州珠江夜游、上海黄浦江夜游、三

亚湾夜游、金鸡湖夜游、江南古运河夜游、

鹭江夜游、重庆两江夜游、夜游版纳植物

园、夜游鹤鸣古镇、江阴贡多拉夜游等人气

十足。

携程发布的《2019 年国庆旅游账单》

显示，深圳人最舍得花钱国内游，上海和北

京出境游人均消费超7000元，“国内游消

费力前十强城市”依次为深圳、北京、沈阳、

济南、天津、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和青

岛。这些城市国庆旅游单次国内游人均花

费超过3000 元，其中深圳人最舍得花钱，

单次国内旅游人均花费达到了 3324 元。

国庆通过携程旅游平台报名跟团游、自由

行、定制游等度假产品的人均花费是国内

游价格的近2倍。出境游消费力前十名出

发城市为上海、北京、重庆、厦门、沈阳、西

安、成都、南京、杭州和深圳。上海和北京

出境游人均花费超过了7000元，远远超过

了其他城市。

什么年龄段的中国人更偏爱在国庆出

行？根据携程跟团游和自由行订单数据，

80后和90后已经成为国庆出游的绝对主

力人群，占出行总人数的51%。而报告显

示，在各年龄段的花费上，50 后成为最舍

得花钱的人群，单次旅游人均花费达到了

3640元。此外，亲子游是国庆假期出游的

主流，占比达35%，利用难得的假期和孩子

共度是多少父母的选择。而选择情侣的占

比也不少，达到了23%。带父母出游的人

均花费最高，达到了3988 元，而情侣出游

紧随其后，也达到了3772元。

红色旅游持续火爆 50后越来越舍得花

家住生态城的于女士告诉记者，自己

这两年已经习惯了购买纯正的国外商品，

而且随着消费升级，平时非常关注品质更

好的一些洋货，随着各大电商平台发力海

淘业务，不断的促销与更贴心的服务，也促

使了这样的消费习惯养成。于女士最近就

在亚马逊海外购的 2019“环球美妆节”期

间买买买。“L'oreal Paris巴黎欧莱雅、SHI-

SEIDO资生堂、Jurlique茱莉蔻等都是我喜

爱的品牌，这些商品同步自亚马逊美国、英

国、日本、德国四大海外站点的海量美妆时

尚爆款低至售价59元起，也让我尽情的跨

境扫货。”

记者注意到，根据亚马逊海外购最新

销售数据显示，2017至2019年美妆及个护

类产品销售额连续三年实现攀升，尤其是

在Prime会员日和黑色星期五等年度大促

节点上销售表现突出，国内消费者对海外

美妆个护好物的选购热情持续高涨。顺应

这一趋势，亚马逊海外购凭借全球丰富的

供应商资源优势，不断扩容国际时尚品牌

及选品数量，除了搜罗来自世界各地的流

行爆款以外，还特别引进众多独具特色的

海外新潮爆品，其中不乏美国流行音乐天

后蕾哈娜个人内衣品牌Savage X Fenty新

品系列、国内全网独家发售的百变天后

Lady Gaga 首 个 自 创 美 妆 品 牌 HAUS

LABORATORIES 新品等，持续深耕跨境

时尚消费市场。此外，随着国内消费升级

大势朝着细分市场迈进，“颜值经济”迸发

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从个性服饰到精致妆

容，越来越多消费者聚焦那些可提升自身

魅力的“颜值”消费。在跨境网购领域，也

呈现了相同的趋势，以服装为代表的时尚

品类的销售额连续三年实现较大增长，今

年上半年与 2017 年同期相比增幅更是超

过70%。

实际上，市民的跨境消费热情的不断

点燃，背后则是滨海新区跨境电商迅猛的

发展势头。今年上半年，滨海新区跨境电

商继续保持快速稳步增长。全区跨境电

商单量累计完成 1431 万单，同比增长

47.6%，实现交易额 25.3 亿元，同比增长

56.8%，发展势头强劲。截至目前，新区已

聚集了京东、唯品会、菜鸟、苏宁、网易、小

红书等 130 余家电商平台及供应链条企

业，这也直接促进了新区跨境业务单量快

速增长。比如今年“6·18”年中大促期间，

京东、菜鸟、网易考拉、苏宁等各大电商错

峰促销，推动了新区的跨境电商业务单量

再创新高，6月1-18日天津海关监管跨境

电商零售进口清单合计245万票，货值达

4 亿元以上，同比增长分别为 65.24%、

64.11%。

“目前，滨海新区在综合改革、便利

化水平、跨境交易等方面走在了全国前

列，已经建成集商务、通关、支付、物流、

大数据等各类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平台。”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B2B 与跨境电商部主

任、高级分析师张周平说，天津港保税区

作为本市跨境电商的主战场，业务量占

全市 70%以上，率先建成的“一中心多仓

库”模式，营造了良好的跨境电商产业发

展环境。

黄金周余温尚存
海淘洋货现热潮

“秋装清仓咧，五折处理，全场满 400

元减 200 元……”在开发区一带的服装店

里，时不时能传出这样的促销吆喝。服装

店的窗户上张贴着各种促销海报，大小

商家们均加入到了秋冬季打折行列，准

备把即将过季的秋装处理掉。部分服

装店内还辟出专区，用于低价销售换季

服装。

在一家服装店，正在挑选外套的王

女士告诉记者，这些品牌衣服平时价格

都比较贵，打折后用不了平时一半的价

钱就能买到，很划算。促销员介绍说：

“最近天气明显降温，如果不赶快降价

处理回笼资金，商家的流动资金就无法

保障，新款冬装上市时，现在积压的秋

装将成为负担，所以只能用超低的折扣

卖掉。”

除了打折的秋装，记者在服装市场逛

了一圈后发现，许多品牌店已上架棉衣、

羽绒衣等冬装。从服装店工作人员那里

了解到，有的店面早在半个月前就上了冬

季新款，上市时间相比往年提前了半个月

左右。

“目前我们的商品横跨夏、秋、冬三

季，以冬装为主，夏装主要是用来搭配的，

因为来购买冬装的顾客比较多，商品也占

了总数一半左右。”服装店工作人员说，

“近日上架了毛衣外套、呢大衣、羽绒服，

目前已有不少顾客开始购置冬装，销量还

挺好。和往年相比，今年冬装的上市时间

提早了，而在已上架的款式中，面料都相

对要厚实一些。薄款的秋衣已不受追捧，

对消费者来说，更愿意选择穿着时间较长

的款式。”

“从价格来看，不管是羽绒服还是棉

大衣，相比往年，并没有因为提前上市而

涨价。”服装店工作人员说，“今年冬装价

格并未出现大幅波动，其价格与往年基本

持平。甚至部分刚上市的新款冬装还推

出折扣不等的降价促销活动。”记者还注

意到，在58同城、赶集网、转转等平台上，

二手闲置的冬季物品交易也开始升温。

那为何冬装上市不涨价，甚至还打折

呢？据一些商家透露，这是为了在“双

11”前分一杯羹。“这几年网络购物对实体

服装商店的冲击很大，尤其近两年里‘双

11’狂欢购物节给我们造成的压力更大。”

工作人员无奈地说，“我们并没有网络销

售渠道，但要完成今年的销售额，还有一

段距离，所以只好趁着现在秋装清仓、冬

装上市的时机，提前搞促销，抢占一点市

场份额。”

“现在服装生意实在太难做了，消费

者动辄就说网上只要多少。”高新区一家

服装店里的销售人员说，“电商不断造节

促销，让不少实体店沦落成为‘试衣间’，

实体店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如果不抢

在‘双 11’前下手，实体店的消费力就更

被分流了，而要吸引网购消费者，肯定要

在价格战上下功夫。”

纯正海外货受青睐 消费瞄准颜值经济

国庆期间国庆期间，，““买买买买买买””成了滨海人的关键词成了滨海人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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