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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黄金周——

家电市场 线下有点淡
□记者 张朝

核心提示|国庆+中秋、连续 8 天假……号称史上最长的黄金周已经过去，庞
大的客流量让旅游业、餐饮业、酒店业等都迎来销售高峰。然而，回望线下家
电市场，只能用一个“淡”字来形容，多个品类的家电产品销售出现不同程度
的下滑，前些年国庆长假人山人海抢购的家电卖场已经不再。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牵手省教育厅
□记者 李萍
10 月 12 日，河南省教育厅与中国电
信河南公司在郑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全面开展战略合作，共同加快推进全省
教育信息化建设进程。省教育厅厅长朱
清孟、副厅长刁玉华，中国电信河南公司
总经理向兵、副总经理谷红勋等出席签
约仪式。
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既是双方
落实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
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教育信
息化建设工作的意见》关于教育信息化工
作部署的重要行动，也是落实教育部、省
政府和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战略合作协议
的具体措施，将为双方的长期合作搭建新
平台，
创造新机遇，
带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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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黄金周，
家电卖场有些冷

金九银十，国庆长假历来是家电销
售的黄金时段，前些年，国庆促销抢家
电成为不少消费者的共识。然而，最近
两年，
这个促销节点显得越来越冷清。
熟悉家电市场的人士均知道，一般
情况下，10 月 1 日前后几天是家电销售
的高峰，但根据今年奥维云网的数据能
看出，情况不容乐观。奥维云网线下监
测网点监测数据显示，9 月 27 日-10 月
3 日国内一至三级城市线下家电零售市
场，除净化器之外，全品类市场规模相
比去年同期呈现不同幅度下滑，多数品
类下滑幅度在 10 个百分点以上。数据
显示，9 月 27 日-10 月 3 日国内彩电、冰
箱、洗衣机、空调、油烟机、电热水器、燃
气热水器、净水器的销售比去年同期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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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原因“合击”，商家“难过”

在行业人士看来，今年国庆黄金周
家电销售多品类下滑早在预料之中，因
为此节点的促销受到房地产调控、节前
促销、人流外出等多方面的夹击。
一家电品牌代理商表示，如今，消
费者的购物习惯已发生改变，不再以低
价为导向，不愿意假期扎堆抢购。虽
然，前期家电市场的促销分流了部分家
电需求，不过根源在于消费的需求和习
惯正持续升级，要求商家进行精准营
销。同时，假期出游带动了餐饮、酒店、
购物等消费，而家电已不再是黄金周的
抢购对象。
“另一方面就是线上电商对线下市
场造成的困扰，消费者只要想买，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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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程度下滑。其中，彩电销售量同
比下跌 25.9%，销售额下滑 17%；空调、
冰箱、洗衣机的销售量和销售额分别下
跌 22.6% 、25.1% 、25.5% 和 17.6% 、
14.3%、14.9%。
秋季婚庆、家装热卖产品如彩电、
空调，尽管均价上升，但零售量和销售
额都出现较大降幅。可见今年国庆+中
秋的超长假期没有为家电领域创造太
多机会。
“一般来说，
国庆前三天能占到黄金
周总体销售的七成，去年开始实施的房
地产调控已对家电销售带来影响。
”
家电
专业人士说，随着消费升级以及市场竞
争越发激烈，家电行业将进入产品为王
时代，
品牌的集中度也将进一步提升。

在出游途中还是窝在家里，随时随地就
可通过线上购买家电产品，不再依靠线
下卖场。”该代理商说，而今年房地产调
控力度较大，买房者受限较多，一定程
度上也影响到家电产品的销售。
黄金周期间，记者走访几个大型家
电卖场及实体店获悉，假期中的雨水天
气也很大程度影响到客流量。这个黄金
周，不少地区持续降温、下雨，很多消费
者的购物计划因此取消，导致一些实体
门店及卖场的销售业绩均未达到预期。
此外，国庆前的 909、品牌日等促销
也提前透支了市场，即将到来的“双十
一”大促也让消费者期待，都使得国庆
家电销售难上加难。

空气净化器销售增速明显，
迎来旺季

监测数据显示，在多个品类家电产
品销售下滑的情况下，随着秋冬天气的
到来，空气净化器产品又迎来旺季，且
销售增速较为明显。
其实，从上半年的销售数据来看，
整个空气净化器行业呈现出淡季不淡
的市场趋势。中怡康发布的《2017 年中
国空气净化产业报告》显示，今年第一
季度，我国空气净化行业市场增长势头
得 以 延 续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幅 达 到
47.0%。8 月份公布的《2017 年空气净
化行业消费白皮书》显示，今年上半年，
我国空气净化器市场规模同比增长
39% ，特 别 是 线 上 销 售 额 同 比 实 现
57.9%的增长，如此高的增长率在其他

家电品类中堪称罕见。
进入秋冬季节，空气净化器市场将
迎来更快速增长，而淡季持续的高增速
也反映出消费者对空气净化器的消费
意识较去年同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
升。据统计，目前我国空气净化器市场
规模已达 574 万台。权威机构预测，未
来我国空气净化器销售量仍将保持
30%至 35%的增长速度。
业内人士认为，我国空气净化器市
场处于高速发展期，但使用率依然偏
低，市场空间巨大。未来几年，空气净
化器若保持增速，将有望成为继彩电、
冰箱、空调、洗衣机之后国内家庭的“第
五大家电”。

根据协议内容，教育厅与中国电信河
南公司将本着
“政企联动、优势互补、支持
教育、战略共赢”的原则，以构建网络化、
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为方
向，发挥各自政策优势和资源优势，在改
善教育信息化基础支撑能力、推动教育管
理及资源平台的建设和深入应用、扩大优
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构建网络学习空间人
人通、提高网络信息安全防护能力、组织
教育信息化专项培训、打造教育信息化试
点示范、创新“互联网+教育”新模式等领
域开展多种形式的全方位合作，共同推动
我省教育信息化事业迈上新台阶，为助力
我省从人口大省向人力资源大省转变贡
献力量。

云中保打造“互联网+安保”新模式
□记者 邵洋洋
10 月 11 日，2017 中国国际保安装备
技术产品博览会在北京举行。河南中之
盟实业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安保行
业“互联网+云平台”——天安云保和安
保行业专业的信息化管理系统——云中
保在展会上亮相。
据了解，天安云保是“互联网+安保”
一站式安保行业服务平台，通过对接线下
的安保服务公司，同时吸收各种保安资
源，通过 LBS 服务技术，迅速获取附近保
安资源，在线下单，使得保安能够迅速到
场，满足客户服务需求。根据客户、企业

和从业者的不同需求，系统 APP 分为雇
主版、企业版和安保版三种。
云中保是专业的安保行业企业信息
化管理系统，它既具备其他 OA 管理系统
的管理功能，如人员情况、公文办理、流程
审批、工作计划、考勤管理等，同时又开发
了车辆、装备、服装和其他资产管理功能，
尤其是它的分时段、分区域多点打卡考勤
功能，对固定岗位人员，巡防值班人员不
仅能做到精准定位，系统还能对执勤人员
做轨迹记录，真正做到 24 小时封闭无间
断管理。

微软 CEO 纳德拉：
这三种技术将会塑造未来
北京时间 10 月 12 日上午消息，微软
CEO 萨提亚·纳德拉在出席 Geek Wire
峰会时表示，混合现实（增强现实和虚拟
现实的融合）、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是塑
造未来趋势的三大主要技术。
纳德拉表示，某些领域已经触及了现
代计算机的处理极限。自然界有很多化

学反应都是电脑无法建模的。如果想要
取得医学突破，并解决造福子孙万代的气
候问题，就需要提高计算能力。纳德拉认
为，如果用传统电脑解决这些问题，需要
花费漫长的时间。
“ 我们显然没有这么多
时间。”
他说。
（新浪科技）

雷蛇将发布首款智能手机
在雷蛇收购智能手机制造商 Nextbit 后，市面上便有不少传闻称雷蛇正在
研发一款移动设备，后来这一推测也得到
了雷蛇的证实，很快爱好者们就将迎来这
款手机的问世了。雷蛇近日指出公司将
会在 11 月 1 日推出旗下的首款智能手
机。

现在，雷蛇已经开始为 11 月 1 日的
发布会宣传造势，此前该公司放出了一张
宣传图，图片上一名男子惊奇地望向手中
仅有智能手机大小的东西。雷蛇似乎很
希望在发布会上达到这一效果，甚至宣传
这将是公司
“最盛大的发布”。
（天极网）

亚马逊 Alexa 可听声辨人
北京时间 10 月 12 日早间消息，亚马
逊 Echo 音箱终于可以识别不同人的声
音了，这样就能方便全家人或共同居住的
室友一起使用了。
在对 Alexa 移动应用进行更新后，
用户可以训练 Echo 音箱或 Alexa 设备

识别不同人的声音。这样一来，每个人都
可以获取自己的新闻简报、购物结果、消
息和音乐播放列表。不过，Alexa 似乎仍
然有些落后，因为它并不支持多个日程表
账号，也不支持第三方音乐服务或语音应
用。
（新浪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