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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JIANG EVENING NEWS

本报记者 祝瑶
销售额卖到了 1 个亿的爆款铜吊灯，有什
么特别之处？可伸缩自如、又能“方圆两用”节
省空间的百搭岩板餐桌，适合什么样的客厅
呢？手持喷枪的多功能花洒，将带给年轻人什
么样的沐浴体验？
你没看错，这些家装爆款将有望收录进

今年月饼有啥新花样？
哪有好吃的黑芝麻月饼？
糖尿病人该怎么吃月饼？
“潮不潮问时髦精”迎来中秋特辑
“月饼盲盒”即将送出

“天猫鲁班之星”
。
“天猫最先进的技术都用在家装行业了。”

本报讯 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
本周，
我们的小

昨天，天猫家装事业部总经理恩重在天猫家装

时记者帮
“潮不潮问时髦精”
又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报

生态峰会上表示，将发布首份家装放心选商品

料，
其中不少都和中秋节有关，
比如月饼和大闸蟹。

指南
“鲁班之星”
，并上线
“装修我的家”小程序。

时髦精挑选了其中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分享给
大家。也请这几位读者到小时新闻 APP 上留下你
的有效收件地址，
时髦精将送出
“月饼盲盒”
。
小羊：我老妈平时喜欢吃海苔、黑芝麻，不知

首份家装放心选
商品指南来了

“天猫鲁班之星”终极榜单将于双 11 期间出炉

道有没有海苔、黑芝麻馅的月饼？哪里能买到好
吃的月饼？希望时髦精能推荐一款，谢谢！
时髦精：我们去问了知味观，他们就有这两款
口味的月饼哦！产品名分别叫翡翠海苔广式月
饼、黑麻苏式月饼。翡翠海苔月饼没有单品，
都是
搭配在礼盒里销售的。推荐购买黑麻苏式月饼，
在知味观线下门店、各大超市、天猫旗舰店都有销
售，价格不到 20 元一筒 8 只，还是非常亲民的，感
兴趣的话，
不妨去看看。
134****4298：月饼年年吃，容易吃腻了，今

上淘宝搜索
“装修我的家”
会有新发现
终于有了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新房，
“90
后 ”新 杭 州 人 小 吴 最 近 忙 着 为 装 修 做 功 课 。

年月饼有什么新花样啊？请时髦精推荐几个没尝
过的月饼，
要年轻口味的！

略。据介绍，该份指南综合淘宝用户购物反馈，

时髦精：口味年轻化，
可以说是今年中秋月饼

评选出 3 星商品。结合北京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的一大卖点。比如，
盒马中秋礼盒中，
卢旺达香辣

“和前些年在老家装修房子不太一样，这一次

院等权威机构测评，
并邀请专家评审，
对商品耐

牛肉月饼，
用香辣牛肉与非洲卢旺达辣椒酱，
混出

我跑建材家居市场的频次明显少了，很多的

久性、健康性、美观度、实用性等方面进行综合

回味无穷的鲜爽。此外，礼盒中的核桃马蹄口味、

装修体验、装修攻略都是从网上获得的。”小

测评，评出 4 星和 5 星商品。
“ 这份终极榜单将

流心奶黄口味、茉莉花搭配乌龙茶口味、奇亚籽混

吴通过实景复刻技术，点点屏幕，就能将线下

在双 11 期间出炉。
”

合安佳芝士搭配咖啡口味等，都给吃货们留下了

家居门店及商品搬上手机，还能自由搭配沙

不仅如此，在当天的发布会上，
天猫宣布再

发、茶几等商品并实时预览效果，
“ 为我节省

开辟新赛道，启动装修业务，率先在成都上线

了不少时间。”

深刻的印象。

“装修我的家”小程序。记者了解到，消费者在

130****1646：现在时不时看到报道说：你

家装行业曾经一直被价格不透明、交付非

淘宝 App 搜索“装修我的家”，可选择自家户

吃过非遗（文创）月饼吗？什么是非遗（文创）月

标准化、服务流程复杂，
网购家具还靠
“脑补”
等

型，由 AI 来免费设计 3D 实景装修方案，也可联

饼？希望小编看到告知一下，
谢谢！

问题所困扰，也被称为零售领域最难被线上化

络本地的装修公司提供服务。据悉，东易日盛、

改造的行业。
“无论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还

百安居、生活家装饰、好莱客、圣都等装修公司

非遗或文创的元素。比如，有不少博物馆抢发文

是这几年的 3D 技术、直播、全景短视频等方

已入驻。

创月饼，杭州的良渚博物馆就和知味观联名发售

式，家装行业早已有了新变化，”恩重表示。

时髦精：月饼还是那个月饼，只是加入了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与市面上的装修设计应用

了“良月”中秋月饼礼盒。此外，还有还原古谱的

记者了解到，
为了改变消费体验，
天猫将发

所不同的是，天猫
“装修我的家”
的设计方案，
可

月饼，有采用非遗技艺的金箔月饼+考古盲盒，还

布首份家装商品放心选指南——
“天猫鲁班之

“所见即所得”，设计图里的商品都可以在天猫

星”
，是专为消费者推荐的家装商品
“买买买”
攻

有自带纪念品的月饼礼盒。

上一键买齐。
156****8638：
我从小到大都喜欢吃月饼，
而
且越甜的我越喜欢吃，
现在得了糖尿病，
但我还是很

这块
“难啃的骨头”有望成黑马
曾经家装消费低频、重线下体验、线下服

喜欢吃月饼，
却找不到糖尿病人能吃的月饼，
时髦精
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糖尿病人能吃的月饼，
谢谢！
店，通过天猫平均增收了 32 万元成交。”

时髦精：糖尿病患者应该尽量少吃月饼，
因为

为了让“在网上装修”更有确定性，互联网

月饼会严重影响糖尿病患者的血糖。虽然市面上

今，随着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新零售的普及，

平台也在进行多元化的尝试。例如，天猫推进

有无糖月饼，但月饼中的淀粉也可以使糖尿病患

加速了线上线下融合。

供给升级，将产业带、设计师、国际买手店等资

者血糖升高。一些月饼标明不含蔗糖，但含有果

在业内看来，互联网家装爆发背后是消费

源打通，挖掘并驱动家装行业推出更多符合消

糖，也会影响血糖。选择月饼时，口味不是第一选

群体的改变以及家装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据

费市场需求的新品。同时，天猫在成立家装之

择，成分更重要，最好选择那些热量低、无糖、用料

CBNData 调研数据显示，随着 85 后、90 后、95

初，便开始构建大件商品的物流体系，
提供送货

简单的月饼。另外，
不要一次性吃太多月饼。

后成家立业，年轻一代成了互联网家装行业

上门，并同步提供安装的服务。目前全国 3000

的主力消费群体。和父母辈不同，工作忙碌

个区县，
已实现买家具建材等大件商品也能
“送

的年轻一代消费者习惯利用碎片化时间在互

装一体”
服务。

务，一直被称为电商“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如

联 网 上 搜 索 家 装 信 息、产 品 ，继 而 进 行 购 买
决策。

在业内看来，
家装产品以大件为主、客单价
高，线下体验需求一直存在。天猫家装表示，
持

cmd：又到了一年一季的吃大闸蟹的时候，
过去听有些人说大闸蟹里什么什么不能吃，请问
吃大闸蟹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谢谢！
时髦精：距离螃蟹真正成熟其实还有近一个

历经多年互联网家装探索，
目前，八成家装

续围绕本地化、内容化、服务升级、供给升级四

月时间，目前的大闸蟹还稍显稚嫩，数量也较少，

品牌已在天猫开设旗舰店。不仅包括宜家、红

大战略做升级，目标到 2022 年底，让家装产业

想吃到膏黄肥美、肉质充实的大闸蟹，
可以等到九

星美凯龙、居然之家等线下巨头，也涌现了蓝盒

线上份额由 10%提升至 20%，成交规模突破 1

月底十月初。吃蟹要剔除几个部位：蟹腮蟹胃，
比

子、吱音、Aqara 等一批新品牌。

万亿。

较好找，要注意的是蟹心，在蟹的中央，黑色的膜

恩 重 透 露 ，据 天 猫 家 装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家装行业是个‘泥腿子’行业，需要有耐

2021 年 8 月底，有 6 个品牌成交额超 10 亿，并

心、重投入来深耕这个市场。”
恩重表示，实现家

且有 36 个成交破亿品牌增速超过了 100%，

装行业数字化转型并非易事，基于先进生产力

341 个品类成交额实现翻倍。
“ 今年，家装新零

技术、市场洞察等，平台也将和品牌们一起推动

售增长迅猛，有 4 万个原本在线下做生意的门

家装产业在线上打开新局面。

衣下面，
蟹心呈六角形，
性极寒，
不建议食用。
本报记者 马焱 陈婕
扫一扫
马上给时髦精
报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