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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几种消费券“最划算”？
宁波消费券可使用商户有多
少？我们来看看。

通用消费券 共分为满25
元减5元、满50元减10元、满
100减20元、满200减40元四
种面值。适用线下全业态消费
场景，商户可在领券页面提交
报名参加。

餐饮消费券 共分为满50
元减20元、满100元减40元、
满200元减80元、满500元减
200元四种面值。原则上以限
额以上企业为主，适用于线下
餐饮消费场景,以各区（县、市）
商务局推荐上报，由市商务局
审核备案后纳入。

汽车消费券 共分为满10
万元减3000元、满15万元元
减5000元两种面值。原则上
以限额以上企业为主，适用于
线下购置新车消费场景,以各
区（县、市）商务局推荐上报，由
市商务局审核备案后纳入。仅
限本人及亲属购车时使用，不
得用于保养及维修等，每辆整
车销售限用1张，需在2022年
7月 30日前完成权属交割手
续并提交相关凭证，逾期需配
合退款。

家电消费券 共分为满
1000元减 100元、满3000元
减 300 元、满 5000 元减 500
元、满 10000 元减 1000 元四
种面值。原则上以限额以上企
业为主，适用于线下家电消费
场景,以各区（县、市）商务局推
荐上报，由市商务局审核备案

后纳入。
家居消费券 共分为满

1000元减 100元、满3000元
减 300 元、满 5000 元减 500
元、满 10000 元减 1000 元四
种面值。原则上以限额以上企
业为主，适用于线下家居消费
场景,以各区（县、市）商务局推
荐上报，由市商务局审核备案
后纳入。

酒店消费券 共分为满
200元减 100元、满400元减
200元、满600元减300元、满
800元减400元四种面值。适
用酒店住宿消费场景，以各区
（县、市）商务局、市文旅局推荐
参与的合作商家为准。

文旅消费券 共分为满
20.01 元减 20 元、满 30.01 元
减30元、满100元减50元、满
200元减 100元、满300元减
150元、满400元减200元、满
500元减250元七种面值。其
中，满 20.01 元减 20 元、满
30.01元减30元为观影券，单
用户每轮限领 2 张（领完为
止），单用户单日限用2张。

体育消费券 共分为满
200元减 100元、满400元减
200元、满600元减300元、满
800元减400元四种面值。

根据方案，宁波行政区域
内相关商业广场、购物中心、商
业街区以及零售百货、家电卖
场、超市、餐饮、住宿企业等均
会参加此次活动，参与商家总
数不少于10万家。

记者 史娓超 文/摄

宁波市本级消费券于4月28日、
29日、30日连续3天进行第一阶段集
中发放。市民参与度极高，抢券速度
屡破记录。据统计，第一阶段发放市
本级消费券共计近240万张，全市有
55万市民抢到消费券。

截至5月4日24点，第一阶段市
本级消费券核销金额达0.625亿元，直
接带动消费 5.328 亿元，撬动比为
8.5。“五一”假期，全市50家重点样本
企业（含网销平台）合计实现销售额
10.81亿元，其中消费券撬动的达2.33
亿元。

从核销率看，家电券和体育券核
销率最高。经测算，全市家电企业销
售受消费券直接拉动超8782万元，撬
动比1:11。撬动能力紧随其后的是家
居券，全市家居企业销售受消费券直
接拉动超4458万元，撬动比1:10。

从撬动能力看，汽车消费券的撬
动能力最强，撬动比达到1：33，直接带
动汽车销售 1663 辆，合计销售额超
2.25亿元。小长假期间，江北重点监
测的5家汽车4S店销售额1660.1万
元，同比增长51%，其中中升雷克萨
斯、利星汽车销售额 705.97 万元和
519.12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8.1 倍和
1.2倍。鄞州重点监测的汽车销售企
业销量稳中有升，销售金额同比增长
9%。

汽车品类首次参与到宁波消费券
活动中，其中5000元面值的汽车消费
券也是历年面值最大的，受到了热情
关注。超强力度的消费促进措施，也
快速带动了大件消费品的市场热度。

“仅小长假首日上午，半天就卖了
3辆车！我们的客单价平均在340000
元，这意味着，仅宁波消费券活动带动
的销售，半天就入账超过100万元。”
宁波宝信新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俞科奇告诉记者。

“从数据看，宁波消费券带动消费
的效果是非常给力的。‘五一’小长假
期间，全省消费市场数据同比2021年
平均下降10.8%，宁波小长假消费市场
同比下降仅 1.5%，这是非常不容易
的。从核销率看，家电券核销最高，一
方面家电是消费市场需求面较广的品
类，另一方面5月更是家电消费旺季，
所以在这一类型消费券的精准发放，
也保证了后期用券的高核销率。从撬
动比看，汽车券撬动比最高，这与汽车
消费客单价高是有关联的，实际上，大
件消费品对于市场的带动作用确实更
为明显。”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处长尹
秋平表示。

本期宁波消费券继续进行中，第
二阶段市本级消费券的发放力度与第
一阶段持平，后续是否能更好地带动
消费市场？

“预计会有更好的表现。目前全
市疫情影响已经缓减，在第一阶段宁
波消费券激发和保持消费信心的前提
下，现在大家出门消费的意愿会更高，
消费券的核销和撬动情况，也将迎来
更好的局面。”尹秋平认为。

记者 史娓超

本轮消费券发放
能否再次撬动消费？

消费券又来啦！
连发3周！
昨晚开抢的第一轮
最快3秒就被抢空

昨日，记者从宁波市
商务局获悉，“2022欢乐
红五月·你消费我助力”
宁波消费券第二阶段发
放工作即日启动。市本
级消费券1.5亿元中未核
销完的部分（除特殊券种
外），将在5月 13日、5月
20 日、5 月 27 日继续轮
转发放。此前，市本级消
费券除特殊券种外，于 4
月 28 日、29 日、30 日已
进行一轮集中发放。

昨日 19:28，记者打
开云闪付app，在首页进
入“市消费券”主会场专
属页面，开始刷新等候。
19:30，准时开抢。记者
反复刷新页面，然而数次
出现活动太火爆的提示，
没有几秒，消费券全部被
秒光。

最受欢迎的分别是哪
些消费券？据银联后台
数据统计，最快抢光的是
家电消费券满 10000 元
减 1000 元、体育消费券
满800元减 400，耗时均
为 3 秒！文旅消费券满
500 元减 250 元紧随其
后，耗时 4 秒；酒店消费
券满800元减400元，耗
时 5秒抢完；家居消费券
满 10000 元减 1000 元，
耗时 6 秒抢完；最大面
值、最受关注的 5000 元
汽车消费券（满 150000
可用）依旧很火，耗时 7
秒抢完。

即日起，宁波消费券第二
阶段发放活动启动，市本级消
费券1.5亿元中未核销完的部
分（除特殊券种外），将在5月
13日、5月20日、5月27日继
续轮转发放。发放当日19:30
开始抢券。消费券有效期自发
放之日起5个自然日内有效，
逾期作废。

此外，各区（县、市）、宁波
前湾新区、宁波高新区消费券
活动已陆续上线，具体可从“云
闪付APP”首页专区入口进入

“区消费券”主页面查询。
市本级消费券（除特殊券

种外）分通用消费券、餐饮消费
券、汽车消费券、家电消费券、
家居消费券、酒店消费券、文旅
消费券、体育消费券 8 种类
型。单用户每发放日每类消费
券限领任意1张（领完为止），

单用户单日每类消费券限使用
1张，特殊情况另行说明。

此外，活动专属券、电动自
行车专用券、数字人民币推广券
3种特殊券由具体负责部门另
行制定方案、组织实施和公告。

如何领取？据悉，本期宁
波消费券将通过发放满减消费
券，消费满额直接抵扣的形式
举行，以线上发券、线下核销为
主，向全体在甬人员（包括域外
来甬人员）开放。届时，云闪付
APP提供主会场专属页面消
费者可从“云闪付APP”首页
专区入口进入“市消费券”主页
面，选择申领。

本期各类消费券及面值设
置与具体消费券的发放数量、
资金、领用规则及有效期等均
可根据活动实际执行情况由主
办方动态调整。

5月共有3轮发放

哪几种消费券“最划算”？

消费者正在抢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