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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央行日前发文叫停二维码支付，

使得线下商场期望通过移动支付以

实现O2O转型的步伐延缓。记者获

悉，浦东两家已经可以实现二维码支

付的商场——上海巴黎春天浦建店

以及第一八佰伴，目前也都暂停了相

关服务。

记者了解到，新世界百货此前与

腾讯财付通宣布联合发行了一款基

于微信应用的虚拟预付费卡——新

世界百货“微乐付”卡，并在新世界百

货旗下的上海巴黎春天浦建店率先

试运行。该产品意在替代实体卡，通

过微信完成充值、支付等流程。

不过，随着央行叫停二维码支

付，该卡的充值功能也已叫停。“目前

我们已经暂停了‘微乐付’卡的充值

工作，但是卡内的余额仍可在商场内

继续使用，只是不能再往里面充钱

了。如果消费者想将卡内的钱取出，

我们也接受其退款要求。”新世界百

货相关人士日前向记者表示。

该人士同时表示，央行此举对

新世界百货O2O转型的影响不大，

“我们目前仅在巴黎春天浦建店一

家店进行该业务的试点工作，也是

想根据消费者的反响再决定后续的

推广计划。今后，我们肯定会根据

国家相关政策去走，如果今后相关

规则允许二维码支付继续开展的

话，我们也很乐意继续做下去，因为

我们的目的主要是想带给消费者新

的购物体验。”

无独有偶，友谊股份旗下第一八

佰伴在今年元旦的年末跨年促销时

也携手百联电商推出了二维码手机

支付，利用手机移动客户端作为线下

支付工具，避免传统积点卡的低效率

支付以简化支付流程。对于此次央

行叫停二维码支付，友谊股份相关人

士则表示，“开展这项业务的主要目

是简化购物流程，让消费者多一个支

付的渠道，而且二维码支付主要用于

跨年促销这样繁忙的时候，平时也并

不开放。”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此前线下传

统零售商依附于第三方支付企业的

支付业务，并不能完全解决零售渠道

链条效率低下的本质问题，而且效果

也并不是特别明显，“在相关服务受

到政策抑制的时候，的确需要考虑其

他O2O转型方式。”

央行叫停二维码支付

传统零售业O2O转型步伐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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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随着市民健康观念的改变，运动

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记

者从在世博展览馆举行的上海健身

保健康复器材展上了解到，由于室外

健身容易受到天气变化的影响，使得

不少运动爱好者选择购买适合室内

运动的器材，同时，科技在健身器材

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除了去专业的健身房锻炼外，

在家里布置一个健身房也是不错的

选择。根据家里空间大小，可以购买

不同的健身设备。一台跑步机占地

大约2平方米，再大一些的健身设备

占地也不会超过 4平方米。”一位展

商告诉记者，家用跑步机是目前最受

消费者欢迎的有氧型器械，根据品牌

及附加功能的不同，价格普遍在

2000-8000 元，“如果想进行力量型

的锻炼，还可以选择购买小型健身器

械，包括杠铃、哑铃、拉力器等，价格

都在几百元左右，既经济实惠又能达

到锻炼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科技正被越来越

多用到器械上或者与之配套的工具

上。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某品牌推

出的一台智能健身自行车——人在

踩踏该健身自行车时，可以从平视的

电视屏幕中看到网络互动，屏幕通过

3D 图像引擎实现多种路面变化模

拟，以达到户外骑行的真实感受。

除了互动技术为健身体验带来

变革，科技的发展也让运动变得更加

行之有效。

以去年底阿迪达斯和诺基亚合

作推出的第一款 Windows Phone 8
运动健身应用miCoach为例，该应用

不仅能够记录用户行走的路程、速

度、卡路里消耗等，并且可以得到专

业健身教材提供的健身计划和及时

反馈，另外还有超过400个力量和柔

韧度的练习指导。此外，miCoach还

可以提供一个外带蓝牙的心率检测

器，用户额外购买后能够追踪用户在

运动时的各项身体指数。

一位展商表示，在即将来临的可

穿戴产品的浪潮中，科技和运动将会

更加融合，“类似miCoach以及其他公

司推出的健身智能手环，已备受消费

者关注。”

科技融入健身 市民足不出户便可享运动

家庭健身馆或引领健身产业未来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中国当代艺术历经大起大落，

收藏价值一直饱受争议。为帮助入

门藏家提供收藏标杆，以及支持亚

洲原创当代艺术，佳士得首场亚洲

当代艺术拍卖将于 4 月 5 日在香港

举行，本次拍卖将呈献包括曾梵志、

赵无极、奈良美智等在内的逾 50 件

拍品。

记者获悉，本次拍卖会旨在以原

创精神、艺术多元性、完整收藏为核

心概念，为入门藏家提供一个收藏指

标。拍卖精选拍品包括一系列原创

作品，包括赵无极替葡萄牙里斯本的

东方地铁站创作壁画时的瓷器作品、

曾梵志的彩色铅笔画以及奈良美智

的画作草稿等。

其中，本场拍卖焦点，同时也是

本次拍卖估值最高的作品为曾梵志

的《浴室》。该作品由曾梵志创作于

1994 年，作品试图用扭曲的具象描

绘真实，用外表的华丽掩盖内心的堕

落，表达了当今社会中人类的生存现

状，作品估值为650万-950万港元。

本次拍卖还将呈献曾梵志作品

中少有的彩色铅笔绘制作品《天空》，

作品估值为50万-70万港元。

据悉，2013 年佳士得全球拍卖

及私人洽购的成交总额达 71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0%，创下佳士得有史

以来的最高年度成交总额。目前，佳

士得在全球32个国家设有53个办事

处及 12 个拍卖中心，包括伦敦、纽

约、巴黎、上海等，其中佳士得中国总

部位于浦东外高桥。

佳士得当代艺术亚洲首拍聚焦曾梵志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3 月 15 日，新版《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正式实施，网购商品七天

无理由退货是此次新《消法》备受

关注的一大亮点。淘宝网日前宣

布，淘宝店铺即日起将推出七天和

超过七天退货的服务。在提供上

述退货服务的店铺中，相关宝贝将

被打上“7”和“7+”的标识，方便消

费者辨认和选择。

据淘宝网介绍，在统一标识

后，消费者在淘宝主搜页面、购物

车、下单确认页、保障卡、购物保障

等页面，都可查看到支持“7”和
“7+”的标识，帮助消费者更加明

确自身权益。其中，“7+”的标识，

目前涵盖最长达15天的退货时限

承诺，可由卖家自行设定。

应当遵守七天退货规则的品

类包括服装服饰、数码产品、家纺

家居等热门商品，都将被打上了

“7”的标识，且这些商家可自行选

择是否提供更长时间的退货服

务。淘宝网称，目前支持“7”和
“7+”标识显示的商品数量已达到

总数的 90%以上，并还在陆续增

加。同时，根据新《消法》的规定不

用支持“七天退货”的品类，在下单

页面也会有醒目的字眼，提请消费

者注意。

根据淘宝方面的统计，在标识

浮现的首日，已有 386万件商品设

置了超过七天的退货服务，并有近

1.5万名淘宝卖家主动承诺及申请

提供长达15天的退货服务。

2014新《消法》七大亮点

一、网购可享七天“反悔权”

二、明确“霸王条款”无效

三、6个月内举证责任倒置

四、消费者信息商家须保密

五、商业欺诈三倍赔偿

六、网购纠纷可告交易平台

七、可向广告发布者追责

淘宝升级消保服务体系
“超七天退货服务”亮相

■本报综合报道

昨天是“上海之春”春季房产会

的最后一天，嘈杂的展厅里，工作人

员甚至多于看房者。据搜房网统

计，本届房展会仅有33个国内楼盘

亮相，还不到去年同期的一半。

今年的房展会不见招商、保

利、金地、龙湖、绿城等众多大型

房企的展厅，但展会上却多出来

一些“新面孔”。在房展会现场，

记者看到了一家知名酒店的展

台，该酒店推出的是婚宴订席服

务，主力价位为 5000－6000元，外

加各类布展服务。展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这次是他们第一次参

加房展会，看中房展会是因为觉

得来看房的年轻人多数应该都会

有婚庆需要。

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坦言，这

两年酒店之间争夺婚宴客源的竞

争日趋激烈，再加上大量专业婚庆

会所也来抢生意，使得酒店在各方

面都要动脑筋，来房展招揽客户也

算新思路。

房展会上的衍生产品还有很

多，几乎一切围绕着房子的下游产

业都能找到影子，新浪乐居推出了

包括交房验收、设计方案、装修优

惠、搬家等一站式服务礼包，还制

作了一张最新版的楼市轨道交通

地图，在各条轨交线路的沿线都标

出了代表楼盘的信息。

移动互联网产品应用的日益

广泛，也使商家把房展会看做一

个推介买房 APP 的好机会，安居

客在展会上推出的找房APP拥有

详尽的小区信息单，打开手机就

能掌握小区周边的交通、医院、学

校、商业等配套信息，还拥有地图

找房、附近找房、房贷计算等实用

功能。

越来越多的衍生产品走进了

房展会，使会场看上去更像是和

房子相关的产品展销会。

一对年轻的情侣对记者表

示：“上海的房价基本上都高出我

们的实际承受范围，来展会只是

随便看看，暂无购房打算，但其他

的一些衍生品倒是很值得关注，

比如买房 APP，方便我们以后查

找房源。”

春季房展会房展商少衍生品多

在上海健身保健康

复器材展上，智能健身

体验中心展台前的智能

健身自行车吸引了沪上

不少市民上前体验。

□本报记者 张弦/摄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自今年实施个人非营业性客车

额度（私人车牌）全年统一“警示价”

且与单位非营业性客车额度（私企

车牌）分开拍卖以来，沪上私人车牌

中标率逐月下降、私企车牌成交价

格逐月上升的趋势逐渐显现。

昨天下午，3月份上海私企车

牌拍卖举行。拍卖结果显示，此次

私 企 车 牌 的 平 均 成 交 价 达 到

123009 元 ，较 3 月 份 私 人 车 牌

73872 元的均价大涨 49227 元，涨

幅达到 66.72%。同时，私企车牌

123009元的成交均价也要比上个

月 100883 元 的 均 价 环 比 上 涨

21.93%，而后者刚刚创下上海车牌

拍卖历史上的新高。

记者了解到，本月沪牌的投放

额度为 8000 张，其中私人车牌为

7400张，私车车牌为600张。根据

上海国拍的信息，本月私人车牌的

投标人数达到 61853人，中标率仅

11.96%，延续下降趋势；私企车牌

投标人数为 2170 人，中标率为

27.65%，比上月小幅回升。

“不到12%的中标率，相当于8
个人在‘抢’一张车牌。而在去年

3月，沪牌中标率约为 38%。”一位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在全年设置统

一“警示价”后，私人车牌的价格渐

趋稳定，但拍牌人数越积越多，使

得拍牌难度逐渐增加，“相对之下，

私企车牌施行‘价高者得’的政策，

使得其价格水涨船高。”

该业内人士同时表示，本月私

人车牌拍牌人数持续增多，与本月

拍牌之前市场的一系列消息和传

闻有一定关系。

记者了解到，本月初，不少媒

体报道《上海交通发展白皮书》即

将发布，称将出台设置沪牌竞买人

资格、出台外牌长期管理措施等政

策。“这些政策传言助推了沪牌的

行情，比如设置沪牌竞买人资格可

能会让外地户籍的投标者担心以

后无法参与拍牌；出台外牌长期管

理措施则会让沪牌更加‘珍贵’，许

多市民因此希望趁早拍得车牌。”

上述人士说。

此外，临牌身价暴涨、加大假

临牌打击力度的消息也增加了车

主的焦虑。为避免临牌过期还没

拍到车牌的情况发生，许多市民选

择在买车前拍牌，也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每月的拍牌人数。

私企车牌均价突破12万元
私人车牌中标率仅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