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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过年催生出行新变化 户外活动订单增幅630%

教育培训消费有哪些坑？退费难居首位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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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娱乐猛涨247%

虽然就地过年，但年味儿绝不少。滴滴平
台大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期，使用滴滴打车
前往休闲娱乐目的地的订单较去年上涨
247%。其中，前往户外活动、旅游景点、美食、
购物和美容美发目的地的订单增长更为明显，
同比增幅分别达630%、360%、227%、217%和
203%。

分析全国城市目的地类别的占比情况，可
以看出不同城市人民出行的特点。数据显示，
春节假期哈尔滨人民更爱美容美发，而南宁人
民更喜欢户外活动，中山人民更爱购物，此外，
佛山、大连、广州、北京和天津地区人民相对更
喜欢美食。

具体到一线城市，在北京，使用滴滴打车
前往美食类目的地的订单较去年春节上涨
395%，而在广州，前往美食类目的地的订单同
比上涨166%。而在上海和深圳，前往旅游景
点 的 订 单 较 去 年 春 节 分 别 增 长 920% 和
945%。上海的龙华寺、城隍庙和静安寺以及
深圳的香蜜公园、凤凰山森林公园和甘坑客家
小镇相对更受欢迎。

代驾订单涨156%

休闲娱乐需求旺盛也让代驾订单进一步
增长。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期全国代驾订单
较2019年春节上涨156%。和往年需求主要
集中在二三线城市不同，今年大城市代驾需求
更多，也佐证了就地过年的趋势。北京、深圳、
上海、成都、温州成代驾单量靠前的五大城市，
分别较 2019 年上涨 205%、233%、450%、
170%和62%。

与此同时，青桔单车与电单车的订单量较
去年都有显著提升。其中探亲访友占到了订
单总量的 30%以上，休闲娱乐也占到 25%左

右。令人意外的是目的地为学校及教育机构
的订单也占了10%。

用滴滴查询公共交通线路也在成为春节
出行新选择。数据显示，春节假期，一线城市
滴滴公交查询量较去年增长108%。其中，北
京涨幅最高，同比增长179%，上海、广州、深
圳分别增长64.5%、89.7%和 75.2%。此外，今
年春节还有 6747 只宠物随主人一起顺风出
行 ，这 一 数 据 较 去 年 国 庆 中 秋 假 期 增 长
64.7%。

春节期间，为保障乘客安全出行，滴滴金
融还免费为乘客提供了100万份赠险，包括交
通意外险、意外医疗险、账户安全险等产品。

通勤订单涨103%

随着“原年人”坚守在工作城市，数据显
示，2021春节假期，平台上打车上下班的订单
较去年春节上涨了103%。滴滴企业级数据还
显示，90后成春节假期加班打车的主力。一
线城市中，90后呼叫订单数量是 80后的 1.2
倍，是70后的4.5倍。

与此同时，滴滴公益为在京医护、社区、供
暖电力等一线保障工作者提供了超220000公
里的春节值班免费出行，携手小桔能源和橙心
优选送上了通勤加油卡和年夜饭大礼包。

每一次打车出行背后都是滴滴司机师傅
们的坚守。今年春节假期，滴滴司机师傅们共
收到超15.7 万笔感谢费，“新年快乐”、“服务
棒”、“谢谢师傅”等成为最热门留言。

今年春节，老人们的出行也变得更加方
便。1月22日，滴滴在全国上线试运行滴滴老
人打车小程序，数据显示，春节假期60岁以上
老人通过滴滴老年版小程序自助叫车，有近
43.7%的订单是走亲访友，此外，餐饮酒店、医
疗机构、超市、农贸市场、购物中心等也是老人
喜欢打车前往的目的地。

今年春节，1 亿人原地过年成“原年人”
（就地过年一族），也催生了各种各样的新年
俗，其中女性酒消费增长成为亮点之一。近
日，考拉海购发布数据显示，春节期间考拉海
购女性酒增长300%，三四线城市的增速更为
明显。起泡酒、果酒、预调鸡尾酒备受欢迎。

往年春节，白酒占据春节酒局绝对C位。
今年就地过年，姐姐们也有了“选酒自由”，低
度女性酒消费迅速崛起，宅家微醺成了姐姐们
的新年俗。

在考拉海购上，这个春节85后偏爱清酒、
调酒和威士忌，90后则更喜欢果酒。而从地域
上看，上海、北京、杭州、深圳的姐姐们是果酒的
忠实拥护者，川渝地区则更爱容易上头的威士
忌。姐姐们喝着全球佳酿，过最自在的春节。

“考拉海购黑卡会员大多是精致女性，追
求悦己消费。春节宅家让她们摆脱人设压力，
可以约三五知己，微醺尽兴，用自己喜欢的方
法过春节。”考拉海购大快消行业负责人王林
林说道。

作为面向新中产的会员电商平台，考拉也

正在以全球精选、专属定制等新模式，让黑卡
会员找到适合自己的春节打开方式。

春节期间，考拉海购上超过 70国宝藏买
手和海外卖场春节不打烊，为黑卡会员和国内
消费者带回大牌新品、精选好物、稀缺限量款
等全球年货，并用直播、直邮等新方式实现与
全球好物零时差；10国驻华外交官直播晒神
奇年俗，推荐当地神奇年货；还有三大洲新年

“妙会”和宠物专属客服，给黑卡用户打造春节
悦己消费新体验。

据考拉海购统计，春节期间除了女性酒热
销，高端护肤产品也增长 200%，海蓝之谜、
Whoo后等品牌成为姐姐们的最爱。姐姐们
边护肤边在考拉云逛全球妙会，直播学习咖啡
文化、酒文化、香水文化、日式甜点制作、护肤
知识，度过一个精致的宅家春节。

此外，今年春节海淘还催生不少新现象。
银发族也开始海淘“悦己”，喜马拉雅粉盐、瑞
典燕麦奶、日本蒸汽眼罩等全球好物，开始出
现在他们的春节购物清单上。就连宠物也成
了春节重要氛围组，春节期间宠物拜年装、宠
物春联热销，其中猫狗的拜年服较平日增长超
过160%。

春节期间，有哪些书备受读者青睐？2月21
日，京东图书发布的春节七日图书销售数据显
示，童书受到广泛人群的青睐，同时情感小说、瘦
身养生类、投资理财类图书销售同比增幅强劲。

京东图书销售数据显示，春节假期间，成
交额排名前五的图书品类分别是：童书、中小
学教辅、小说、考试、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纸书销售 TOP10 中，
《价值：我对投资的思考》、《贫穷的本质》两本
经济类书籍位于榜单第一和第四，说明很多读

者在春节假期休闲的同时，已经在考虑新一年
的理财计划。此外，如减肥瘦身书、养生食疗
书、五官保健书等书籍的成交额也实现了同比
增长超200%的成绩。

而在电子书销售榜单TOP10 中，小说类
书籍更受欢迎。如言情类小说《神医弃女》、
《别闹，薄先生！》；玄幻、科幻类小说《斗罗大
陆》、《吞噬星空》，以及持续火热《庆余年》《三
体》等都备受读者青睐。

可以看到的是，即便是在春节假期间，不
少人也选择通过阅读书籍提升自己，为新一年
的生活和工作，积蓄精神食粮。

2月 22日，记者从庆铃获悉，庆铃集团联
合重庆邮电大学开发的L3级 5G自动驾驶物
流车，荣获重庆市首块商用车自动驾驶公开
测试牌照，取得了在自动驾驶公开测试道路
进行测试的资格。这意味着庆铃汽车自动
驾驶技术迈入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标志着重
庆市在商用车自动驾驶技术领域站到了行

业前沿。
据悉，该款自动驾驶物流车基于庆铃高

效、优质的EV700纯电动底盘，配备高精度视
觉传感器、360度环视系统、人工智能控制算法
等先进技术。这款车在重庆车检院一次性通
过全部14项封闭测试区自动驾驶功能试验检
测，具备了在自动驾驶测试开放道路实际运用
的功能和条件。按《重庆市自动驾驶道路测试
管理办法(试行)》管理要求，由重庆市公安局、

交通局、经信委、城市管理局联合评审通过并
发放自动驾驶测试牌照。

目前，庆铃汽车积极拥抱汽车产业“新四
化”变革，持续发力绿色智慧物流。2020年，庆
铃首台L3级 5G自动驾驶物流车于重庆市寸
滩保税港区交付客户，实现了商业化落地。如
今，庆铃汽车已初步具备了量产能力，下一步
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开展更多的项目，带来
实际价值的自动驾驶应用场景。

庆铃相关人士表示，获得重庆市首块自动
驾驶测试牌照，不仅标志着庆铃L3级5G自动
驾驶物流车取得了在自动驾驶公开测试道路
进行测试的资格，同时也为下一步深入理解自
动驾驶汽车技术，路况信息采集、数据分析的
多元化，提升自动驾驶汽车关键核心技术。后
续，庆铃将开展多种场景的应用、自动驾驶商
业化运营提供宝贵的测试经验，助力庆铃自动
驾驶研发跑得更快。

庆铃获重庆市首块商用车自动驾驶测试牌照

2月 22日，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联
合消费者网发布了2020年的教育培训消费舆
情数据分析。数据显示，全网共监测到 2020
年有关教育培训消费舆情信息 3847566 条。
其中，负面信息2712138条，占比70.49%，有关
教育培训消费负面超过了总数的七成。

教育培训消费主要集中在退费困难、虚假
宣传、培训质量和合同纠纷四个方面。根据教
育培训消费数据统计，退费困难信息占比
59.87%；宣传误导信息占比14.30%；培训质量
信息占比 11.10%；合同纠纷信息占比 8.32%；

其它方面占比6.41%。
在所有教育培训消费负面中，退费困难信

息数量最多，占比接近六成。数据显示，教育培
训退费困难信息中，关门跑路问题占比52.67%；
资金断裂问题占比24.97%；合同纠纷问题占比
11.99%；其它问题占比10.36%。由此可见，教
育培训退费困难主要集中在关门跑路和资金断
裂方面，两者数量之和占到退费困难的近八成。

宣传误导排第二，仅次于教育培训退费困
难。数据显示，教育培训宣传误导信息中，价
格误导信息占比 43.66%；夸大师资信息占比
29.65%；贩卖焦虑信息占比11.59%；虚假承诺
信息3占比9.23%；其它信息占比5.87%。由此

可见，教育培训行业的宣传误导舆情主要涉及
价格误导、夸大师资、贩卖焦虑、虚假承诺等四
个方面，其中价格误导问题最为突出。

教育培训质量问题同样比较突出，主要涉
及授课质量不高、上课软件问题、擅自更换老
师以及提供盗版内容等。此外，还有教育培训
合同纠纷，主要涉及不兑现合同、霸王条款以
及不签合同等问题。

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有关专家认
为，教育培训消费问题较多的原因主要有几个
方面：首先是部分教育培训机构缺乏诚信守法
意识。其次是有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和监管不
到位。此外是部分消费者缺乏自我防范意识。

专家建议，一是健全法律法规，明确监管
部门的职责划分。建议尽快完善有关教育培
训方面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监管部门的监
管职责，明确教育培训机构的准入门槛，确保
教育培训行业的发展和规范有法可依、有章可
循。二是加强行业自律，提升培训机构的诚信
守法意识。目前，我国教育培训尤其是在线教
育培训还处于不断探索尝试阶段，建议有关行
业组织积极制定相关标准，探索从源头上遏制
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现象的发生。三是提高
自我防范意识，谨慎选择教育培训机构。在培
训过程中，如果遇到权益受损问题，要及时收
集好相关证据，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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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各地鼓励就地过年，春节出行有哪些新变化？2月22日，滴滴
发布牛年新春假期出行大数据，用户打车去休闲娱乐目的地的出行量
同比猛涨247%，其中，前往户外活动、旅游景点、购物、美食、美容美发
场所的订单涨幅更为明显。与此同时，用户前往交通枢纽以及异地出
行的频率都有不同程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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