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肥市场营销乱象
折射监管缺失

“4 月不减肥，5 月徒伤悲。 ”年年
此时， 爱美人群便开启了减肥大业，
各种花式减肥方式层出不穷。 然而，
在减肥产品花式营销的背后却存在
一些乱象。 专家建议，消费者一定要
避开减肥陷阱，别让营销噱头迷住双
眼。

知识产权领域
“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深化

近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
《关于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放管服”改
革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的通
知》。 通知明确，持续压缩商标、专利
审查周期，切实提高商标、专利申请
质量， 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效能，
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加强
知识产权服务业监管，促进知识产权
转化运用。

最高检发布
第二十八批指导性案例

为指导各地检察机关依法办理
民事执行监督案件，近日，最高人民
检察院制发第二十八批指导性案例。
该批案例共包括三起案件，分别为江
苏某银行申请执行监督案（检例第
108 号）、湖北某房地产公司申请执行
监督案（检例第 109 号）、黑龙江何某
申请执行监督案（检例第 110号）。

发挥审判职能
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召开新闻发
布会，发布第三批人民法院充分发挥
审判职能作用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
法权益典型案例。 本批典型案例共 7
件，内容涉及刑事、民事、行政、执行
和国家赔偿等领域，包括依法判处被
告人和被告单位无罪的案例、纠正利
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的案例等。

� � � � 夏季来临，各地商圈深夜食堂已然开启，除了延长营业时间之外，还增加了主题活动、乐队演出、互动体验等，对夜经济进行升
级。 图为上海市中心童话树屋“涂鸦升级”，进一步助力夜经济消费。 CNSPHOTO提供

� � � �湖南，中国革命的重要红色沃土，孕育了丰
厚的先进文化， 涌现出无数救国救民的仁人志
士。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湖南考察调研， 重温
革命历史，感悟红色文化，擘画发展蓝图，勉励
大家从光辉历史中汲取实事求是、 砥砺奋进的
精神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三湘儿女牢记
殷殷嘱托，不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在实现高
质量发展道路上步伐坚定。

实事求是，精神一脉相承
2020年 9月 17日下午，细雨飘飞。 习近平

总书记走进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在书院中心讲
堂前，总书记望着檐上的“实事求是”匾额，久久
凝思。

“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的，实事
求是就来源于这里。共产党怎么能成功呢？当年
在石库门， 在南湖上那么一条船， 那么十几个
人， 到今天这一步。 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
楚，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 ”

为谋划“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问计于
民，是习近平总书记此次湖南之行的一个重点。
村支书、乡村教师、扶贫干部、农民工、种粮大
户、快递小哥、餐馆店主……30 名基层代表齐
聚一堂，10 名代表先后发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长沙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 同基层干部群
众代表深入交流， 言传身教的就是实事求是的
工作作风。

1916 年至 1919 年期间， 毛泽东在岳麓书
院半学斋住了一年多光景。从宿舍打开窗户，
就能看到书院大讲堂“实事求是”匾额，“低头
不见抬头见”的朝夕相处，“实事求是”深深刻在
毛泽东的心中。

站在岳麓书院一棵参天古树下， 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唐珍名说：“岳麓书院的主
办者们， 反对埋头故纸堆、 脱离实际的空谈学
风，倡导务实学风和‘经世致用’，继而把‘实事
求是’作为校训。 后世经过不断发展，含义拓展
为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认知和解决问题。 ”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创造出彪炳史
册的伟大奇迹。

红色基因，守护传承焕新生
2011年 3月，江南大地草长莺飞，生机勃

勃。习近平在湖南调研期间专程来到韶山，向
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花篮， 瞻仰毛泽东同志故
居，参观中共韶山特别支部展室，与韶山村党员
群众代表座谈。

习近平深情地说， 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
的宝贵精神财富， 每一个红色旅游景点都是一
个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 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
慧和道德滋养。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岳麓书院大门两
侧，这副白底黑字的对联分外醒目。

2020 年 9 月 17 日，岳麓书院里，习近平同
正在开展思政课现场教学的师生们亲切交流。
他强调， 要把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
来，充分运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紧密联系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 深刻领悟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道理， 深刻领悟为什么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
一步坚定“四个自信”。他勉励年轻学子，一定要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
和力量。 （下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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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引导 中小银行新一轮改革提速

中小银行新一轮改革加快推进。 近期，中小银行 IPO 明显提速，增资
“补血”动作频频，以中小银行为主体的二级资本债、永续债相继发行。 同
时，近一个月内已有云南、陕西、山西多地上演中小银行合并重组案例，“抱
团取暖”由零星案例逐渐变为行业趋势。 （详见 2 版）

退伍不褪色 初心不改立新功

“不到二道桥，就等于没来过新疆”，二道桥商圈是新疆不同民族文化交融的
一个重要载体。近 20年来，在新疆二道桥文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栾立新的带
领下，二道桥已从一个马路大棚市场发展成为集观光、购物、餐饮、娱乐、休闲、民
族风情体验于一体的大型专业旅游购物商圈。 （详见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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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
从这里走来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
圣地之湖南篇

作为年中首个大规模购
物促销季，“6·18”不仅是各大
商家寻求增量的主战场，同时
也是各大电商平台的竞技场。
今年“6·18”除了价格优惠外，
国潮、新品、下沉市场等关键
词被反复提及。 抖音、快手等
电商新贵正从以前的弱参与，
开始站上“6·18”的舞台。

促销规模远超往年 社交新势力跑步入场

玩法升级 今年“6·18”新意足
本报记者 张涛 蒋永霞

5 月 24 日，京东、天猫、苏宁同时开
启“6·18”年中大促盛宴。 中国商报记者
注意到， 无论是商家参与规模还是商品
丰富程度，今年“6·18”大促的力度都远
超往年。 此外，抖音、快手等社交电商平
台也强势加入，让今年的“6·18”有了更
多看点。 据悉，“6·18”年中大促活动将持
续到 6月 20 日。

促销规模空前

今年“6·18”大促规模比往年更大。
京东表示，今年“6·18”将继续加码预售
力度，将有超九成的核心品牌参与预售，
并享受保价服务。 从 5 月 24 日开始，消
费者参加预售还可享受定金膨胀、 尾款
立减、礼品加赠等额外福利。

根据计划，今年京东“6·18”期间将
为消费者提供海量新品、 爆品、C2M 产
品、近 200 个产业带源头好物等，并联动
超 300 万家线下实体门店，在 1400 个县
市实现一小时配送。 京东表示，“6·18”期
间将帮助 12 万中小品牌商家销售额同
比增长翻倍、230 个品牌销售破亿元。

天猫也推出了更大规模的促销计
划。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天猫事业群副
总裁吹雪表示，今年共有 25 万个品牌参
与天猫的“6·18”促销计划，是去年的 2.5
倍；共有 1300 万款商品参加活动，其中
140 万款新品选在天猫“6·18”首发。

天猫表示，相比以往，今年“6·18”的
优惠力度更大、门槛更低，将在满 200 元
减 30 元的基础上，平均每天再补贴 5 亿
元，预计补贴超 100亿元。“在商家端，过
去如服装、电器、日用百货的很多商家会
参与大促，但在疫情影响下，我们发现健
康、 农业和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商家品牌
参与程度更为广泛和深入。 ”吹雪说。

苏宁则推出以旧换新、购物补贴、分

期免息等活动。 其中家电 3C 以旧换新服
务升级，除折旧款外，还有多重补贴，最高
可抵 1000 元；购物补贴每满 200 元减 30
元。

国货新品站 C位

在文化自信和中国制造升级的推动
下，消费者从追捧国外品牌到掀起“国潮
美学”风尚，大量老字号和新晋国货的品
牌得以迅速崛起。 今年“6·18”，国货站上
了 C 位（中心位），更多新品成为电商巨
头吸引消费者的先锋。

从去年的销售情况来看，京东大数据
显示，2020 年中国品牌的成交额增幅高
出 6%，品牌数量增幅高出 5%，用户数增
幅高出 18%。 在消费者品牌搜索热点前
十位中，国潮品牌占据七席，其中华为、小
米、茅台、OPPO、vivo、荣耀、格力、李宁、五
粮液等品牌最受关注。

由于年轻群体逐渐成为消费市场生
力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创新更加活跃和
精准，潮流新品进阶也成为今年“6·18”大
促亮点。 京东表示，今年“6·18”将至少帮
助 1000 个新品类同比增长超 100%，100
个新品类销售过亿元。天猫发布的数据也
显示，今年天猫“6·18”亮相的新品牌达到
8200 家， 届时将有超过 140 万款新品发
布。

天猫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天猫上的
新品成交额增速超过 50%。京东大数据也
显示，年轻消费者的新圈层、新偏好为细
分市场的新品类带来机遇，在京东深入的
消费者需求洞察和全生命周期助推下，品
牌商更加青睐 C2M 模式，这些新品“出道
即爆款”，新产品和新品类加速“破圈”。

社交电商强势入局

今年“6·18”，抖音、快手等社交电商
平台入局， 与其他头部电商平台同台竞
技。

据悉，“抖音 618 好物节” 从 5 月 25
日开启，将持续至 6 月 18 日。 其中，5 月
25 日至 5 月 31 日为活动预热期，平台将
推出吸引用户的定金预售、 互动城玩法，
为活动蓄水，预付锁量。 6 月 1 日至 6 月
18 日为活动正式期， 抖音将推出助力商
家达人的平台服务费优惠，重点、品牌、主
题直播间奖励，短视频话题挑战赛，全民
玩法以及机构服务商排位赛等。

快手电商也启动了“快手 616 品质购
物节”， 并推出品牌合伙人计划。 从 5 月
20 日至 6 月 20 日，在强化各种社交玩法
的同时，快手电商还将拿出千万级流量和
千万级补贴额度扶持品牌自播。 据悉，目
前快手电商品牌合伙人计划已获得超过
100个头部品牌报名参与。 从去年的弱参
与变为今年的强参与，抖音、快手在社交
电商方面的潜力也越来越被看好。 不过，
今年它们能否借助“6·18”实现新突破，还
有待市场检验。

此外，电商平台还把目光投向了下沉
市场。 如拼多多贯彻一如既往的思路：做
大做强“百亿补贴”。 海南妃子笑荔枝、山
东大樱桃、恩施小土豆等当季生鲜均得到
5-20 元（每斤）不等的补贴额度。 苏宁则
表示， 在第一轮预售结束后，6 月 8 日是
其原产地直卖日，原产地直供好货，万款
好物可 1 元秒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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