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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家居零售行业经历了一

场特殊的考验。不少家居卖场和实体门店

出现客流量下降的情况，一些企业面临房

租、员工薪资等压力。而在供应链和物流

端，整个产业链处于低谷之中。在线下客流

降温和后端生产承压的情况下，家居企业

纷纷加速数字化转型，而作为全球最大的

家居连锁企业，宜家就是国外家居品牌转

型升级的代表企业之一。

数据显示，宜家 2019年的销售额增速

仅为 6%，而 2016、2017、2018年的增速

分别达到了 19.4%，14%和 9.3%，在网购盛

行的时代，增速连年下跌，让昔日线下的

“坚守者”宜家也开始进行电商化转型，

2020年，宜家宣布入驻天猫、上线宜家购

物 APP，线上销售额全年实现显著增长。

“线上线下等不同的渠道是相互补充

而不是相互替代，我们希望通过线上线下

结合，最大化宜家的可触达性。”宜家中国

相关负责人表示。

而降价策略就是宜家寻求与客户拉近

关系的法宝之一，近日，记者在宜家家居成

都高新商场店看到，该店不少商品都用黄

色标记了折扣幅度，不少高性价比的商品

颇受消费者青睐，低价商品帮助宜家吸引

来不少大众消费者。

“我们是来专门选购书柜的，宜家的书

柜的性价比较高，这段时间的折扣力度也

比较大，就决定够买了。”成都孙女士向记

者说道。

除了降价促销，环保质量也是国外家

居品牌受到不少年轻人欢迎的因素之一，

据了解，宜家的产品一般材质也多用木头、

塑料、玻璃、纸艺、布艺等可回收环保材质,

产品质量成为这家国外企业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基石。

近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加榜乡加榜

村村民在搬运刚采收的灵芝。

时下，加榜乡林下种植的灵芝

进入收获季，当地农民忙着采

收、搬运、装车外销。

近年来，从江县依托当地

丰富的林地资源，采取“公司 +

合作社 +农户”模式，引导农民

发展林下灵芝种植产业，带动

农民增收。

通讯员 罗京来 摄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坚持“互联

网+电子商务”的发展理念，以国家级

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为抓

手，不断健全电商产业服务体系，加

强电商主体培育，推动电商与农业深

度融合发展，助力农户拓宽销路、增

加收入。

眼前用手机录制视频的，是旺苍

县英萃镇新建村村民郑飞。这段时

间，当地的不少农产品相继成熟，郑

飞忙着将收购来的农产品筛选上架，

利用电商平台进行销售。

郑飞告诉笔者，他们主要是卖一

些山上的笋子、野生羊肚菌、香菇、木

耳、银耳、老鹰茶等土特产，2020年的

销量达 120多万元，今年预计能突破

200万元的销量。

2017年，郑飞返乡创业，在当地

政府的扶持下，建立了英萃镇电商服

务站，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和短视频平

台直播带货等方式，将农特产品卖出

了大山，郑飞也逐渐成长为当地的农

村电商带头人。

郑飞高兴地说，得益于老家物流

网络逐步完善发展，通过在网上销售

产品，目前销量非常好，发展态势也

非常好。

旺苍县英萃镇蓝玉村党支部书

记唐超向笔者介绍，以前不通公路，

老百姓有很多产品用背篓背到街上

去卖，由于路程远，来回的时间就非

常紧张，产品还有可能卖不出去。现

在公路通了，条件也好了，产品很容

易、很顺利的就卖出去了，以前是有

产品愁没销路，现在是有销路还怕产

品不够。

据了解，目前，该县已建成县级

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1个、乡镇电商服

务站 35个、村级电商服务点 201个；

全县商贸企业电商普及应用率达

50%，实现电商交易额 1.2亿元。此

外，培育扶贫产品线上线下经营主体

815个，全县扶贫产品销售额累计实

现 2.56亿元，带动 1260户 5860人实

现增收。

刘仁喜 唐福升 樊陈

近日，四川旺苍县组织四川木门

茶业有限公司、旺苍县天宝食品有限

公司、旺苍县枣林皮蛋、四川仙旺商

务有限公司等 14家企业到成都参加

了第六届中国（成都）智慧产业国际

博览会活动。

据介绍，第六届中国（成都）智慧

产业国际博览会为期三日，汇聚信息

行业政、产、学、研、用各方资源，搭建

行业交流对接平台。此次活动进一步

拓展了旺苍县农特产品市场，提升了

农特产品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知

名度，更好地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促

进与四川在电子信息、数字经济方面

的交流合作，共同助力数字中国、网

络强国和智慧社会建设。助力构建

“5+1”现代工业、“4+6”现代服务业体

系，形成支撑“一干多支”发展战略的

产业格局。

据了解，本次参展的 14家企业

128个系列产品彰显旺苍县得天独厚

的生态资源禀赋及现代农业正由“全

域绿色”向“全域有机”迈进的良好发

展势头。

旺苍县农特产品馆主要展示广

元黄茶、旺苍米仓山茶叶、天宝调味

品、皮蛋、菌类等各类特色农产品，许

多客商对旺苍茶叶、皮蛋、调味品等

非常感兴趣，表示将实地到旺苍现场

调研考察，到旺苍投资，合作共赢，促

进旺苍特色产业发展。活动期间，旺

苍县企业销售和签订订单约 30余万

元，并与四川省数字贸易网、红旗连

锁超市、四川通惠老年大学成华校区

进行了对接，现场签订了意向性合作

协议。 刘仁喜 唐福升 程果

家居市场转型升级
国产品牌受年轻消费者青睐

消费人群年轻化
国产家居备受青睐

近年来，“80 后”“90 后”甚至“00

后”年轻消费者在消费认知和审美上

具有更加理性的认知，他们已经成为

消费市场的新生力量和主力军。据新

浪家居《2020 国人消费数据解析》显

示，超六成消费者愿意选国货，智能家

居成热点。在“6·18”购物促销节，无论

是京东、天猫还是抖音，纷纷推出国潮

家居家装产品促销活动。以京东公布

的“6·18”销售数据为例，其中家居产

品有超过 500 个国货品牌成交额同比

增长超 300%。

在成都富森美家居市场，卫浴、灯

饰、家具、床品等各大品类的国内外家居

品牌一应俱全。“板材分进口和国产，进

口的价格肯定高一些但是品质更好、更

环保。进口板材不容易变形，稳定性更

好。”某定制家具店销售人员向市民杨先

生介绍道。

“房子面积有 140平方米，主要以小

清新、简约的风格为主。”最近一直忙着

装修的杨先生告诉记者，全屋装修预算

30万元，在家居产品选择上会首先考虑

性价比高的国货品牌，其次再是进口品

牌。

记者留意到，在家居市场，即便销售

人员会较为推荐进口品牌产品，但越来

越多的普通消费者在选择上实则更注重

内在品质而非盲目追求进口品牌。

适应消费需求
加大家居市场细分

在消费年轻化的现在，消费群体审

美标准逐渐提高，消费观念不断更新迭

代，各大品牌主动顺应市场需求变化，加

大家居市场细分，才能在消费升级中抢

占先机。

“在建材方面，现在很多国货产品品

质不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日常家庭

生活使用已经足够。而现在市场上的国

外家居品牌主要局限于一些品类的高端

领域。只要选择质量有保障的品牌或者

生厂厂家，即便是国产的产品也不会

差。”在建材行业工作了 20余年的叶生

友看来，家居家装行业中，品牌在细分市

场中根据消费者需求的差异性为其提供

个性定制化服务、差异化产品或将成为

行业发展大趋势。

“当初也考虑过买成品衣柜和床，但

是太难找到尺寸合适的。”家住郫都区朗

基少帅府小区的万先生告诉记者，装修

时考虑到房子户型和空间，主卧和次卧

均选择了定制衣柜和床品。记者向成都

本土某家具经销商了解到，在产品同质

化严重的成品衣柜市场，个性化定制是

以消费者需求作为出发点，既能满足消

费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设计需求，同时

也能使企业一定程度上规避高库存风

险。

行业转型升级
国产智能家居成热点

以华为、小米为代表，众多企业纷纷

在 2020年度发力智能家居、推出智能新

品、构建生态联盟。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青

睐富有科技感的智能家居，特别是将中

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科技智能相融合的国

产智能家居。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

新兴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化逐渐改

变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人们对

于智能化的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同样

推动着智能家居行业的迅猛发展。据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智能家居企业

2020 年度新增超过 6 万家，占比

24.9%。面对新热点，许多家居品牌积

极转型升级。目前在家居领域，各类智

能家居层出不穷，包括智能音箱、智能

门锁、智能厨电等。

“智能家居确实能提供便利，提升生

活仪式感。”据杨先生介绍，在综合考虑

预算和日常生活需求下，会适当的选择

使用智能家居，例如智能门锁、智能厨

电、智能面板等。

据行业人士介绍，如今消费者对于

居家生活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房子

设计本身，同时开始追求智能家居带来

的更高科技、更有品质的生活。智能家居

的体系未来将会更加完善，向着全屋智

能的方向发展。面对智能家居未来发展

趋势，围绕用户需求，产品围绕为安全、

健康、科技、娱乐等方向，在兼顾品质的

同时，更加注重整个智能家居系统带给

家庭的体验感。

□本报记者 李艳 文 /图

“忙了大半年，新房终于装修好
了。”成都市民胡女士最近忙着搬进位
于成都市郫都区成都后花园小区的新
家。“逛了许多家居市场后发现现在大
部分国产家居品牌性价比都很高，比
较适合像我们这种预算有限的年轻
人，既简洁大方又美观实用。”胡女士
拿起手机向记者分享了新房的图片。
欧意的吸油烟机、燃气灶具，九牧的卫
浴，雷士照明的灯饰……胡女士的新
房大部分家居产品来自国产品牌。

林下灵芝
助农增收

国外家居品牌线下销售额增速放缓

□本报记者 冯丹 文 /图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
壮大电商产业 助推乡村振兴

四川旺苍 128 个特色农产品
亮相智慧产业国际博览会

遗失公告
南江县安驰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有限公司《道路运输证》正、副本（证

号：巴 511922000317，车牌号：川

Y2122学，不慎遗失，特公告声明作

废。

南江县安驰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有限公司

2021年 7月 30 日

遗失公告
南江县豪安客货运输有限责任

公司（车牌号：川 Y哉6292）（运行线

路：南江—关门）客运线路牌不慎遗

失，特公告声明作废。

南江县豪安客货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8月 2日

遗失声明
四川省武汉大学校友会遗失社

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及副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510000MJQ0197874），现声明作

废。

遗失公告
因保管不善，泸州鼎好商砼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522MA686QJK3T）公章（编号

5105225041378）遗失，特公告声明作

废。

泸州鼎好商砼有限公司

2021 年 8月 2日

遗失声明
本人张笛，男，于 2021年 7月 31

日不慎将身份证遗失，公民身份号

码：510802197806181735，签发机关：

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有效期

限：2012.11.29-2032.11.29，特此声明

作废。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使用本人

遗失的身份证，否则由此产生的所有

法律责任与张笛无关。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陈开富遗失金牛区文华路 4 号

附 13 号租房押 金 票据，号 码

0462845722金额 1680元原件，声明

作废。

合同作废登报公示

兹盖有成都尚品宅配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合同章的 47套空白合同不

慎遗失，合同编号为：CDSPZP000699、CDSPZP000775、CDSPZP000848、

CDSPZP000885、CDSPZP000876、CDSPZP000940、CDSPZP29001073、CD原

SPZ29P001074、CDSPZP29001150、CDSPZP29001151、CDSPZP29001152、

CDSPZP29001187、CDSPZP29001211、CDSPZPDQ000118、CD原

SPZPDQ000122、CDSPZPDQ000132、CDSPZPDQ000145、CD原

SPZPDQ000152、CDSPZPJZ000304、CDSPZPJZ000340、CDSPZPJZ000352、

CDSPZPJZ000397、CDSPZPJZ000398、CDSPZPJZ000443、CDSPZPJZ000452、

CDSPZPJZ000453、CDSPZPJZ000462、CDSPZPJZ000256、CDSPZPJZ000272、

CDSPZPJZ000282、CDSPZPJZ000366、CDSPZPJZ000367、CDSPZPJZ000428、

CDSPZPJZ000432、CDSPZPJZ000444、CDSPZPJZ000449、CD原

SPZP29001108、CDSPZP29001395、CDSPZPDQ000102、CDSPZP29001170、

CDSPZP29001220、CDSPZP29001327、SPZP2021000003、CDSPZPJZ000484、

CDSPZPJZ000485、CDSPZPJZ000492、CDSPZPJZ000505

每套两份；另家居合同有 20 份：00037387、0028370、0028371、0028373、

0028375、0028376、0028377、0028379、0028380、0028398、0032952、

0032871、0032928、0032930、0032885、0032915、0032991、0032995、

0033010、00042409 每份四联，每联两页；主材合同 10 份：0000146、

000147、000148、000149、000150、000151、000152、000153、000154、

0001550每份四联，每联两页。以上合同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尚品宅配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