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新市场

XINSHICHANG

2019.1.29

编辑 茂林 版式 罗万玲 网址：www.nmgsb.com.cn

X
网购年货呈新趋势：
守着零点开抢 围观直播囤年货
新闻分析
INWENFENXI

想想马上就可以回爸妈身边做一
个宅女，90 后女孩望望心里有点小激
动。
“这几天的头等大事就是逛淘宝买
年货，到时候只要‘空手’回家。走亲访
友，年货得有。”
年货网购回家成一种趋势。这个
春节，
在各大电商平台，越来越懂事的
90 后们承担起了置办年货的重担，他
们走的是养生 style，偏爱高单值商
品，热衷于围观直播，备年货也有了新
姿势。

番市托克逊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欧辅
国是第一次参加直播，就卖爆了当地
玫瑰味葡萄干，这让他兴奋不已。直播
第二天，他就亲自与淘宝直播联系，希
望在 3 月份的万亩杏花节上再次为当
地农特产做直播。
西北场直播持续五个半小时，总
观看量超过 156 万，总成交超过 7000
单。县长亲自带货更是吸粉无数，当天
的店铺成交量增长近 30 倍。

澳洲牛排
厄瓜多尔海鲜、
淘洋年货势头强劲

守着零点抢年货
成互联网时代新年俗
守着零点开抢聚划算上的年货，
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年俗。今年
聚划算年货节，开场一分钟就卖出了
75 万件坚果大礼包、18 万片面膜、15
万个猪年定制红包，爆发力惊人。
糖阿胶糕上线后，订单量增长了 21
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一代的网
倍。
购消费，逐渐向家庭倾斜，并成为各大
在京东，90 后偏爱鞋靴、手机、钟
电商平台上购买年货的主力军。
表等高单值商品，可以说是“选择性有
在唯品会，90 后在今年年货节中
钱人”。
的消费量增长迅猛，增幅超近 20%，
总的来看，各大平台数据显示，今
而且在购买日常家居、休闲食品、家具
年的年货之王依然是休闲食品，蝉联
等方面的增幅均超过 70 后、80 后。
年货销售冠军，其中销量靠前的是坚
通过每日优鲜购买年货的消费者
果炒货、饼干蛋糕、休闲零食。看来
中，90 后占 39.24%，这个数字超过了
“吃”
是过年期间必不可少的迎接新年
其他的年龄段，位居第一。更让人意外
的
“仪式”，吃好喝好才是过年的真理。
的是，养生成了 90 后新标签，就连购
好看的年货都在身上，休闲服、羽
买 年 货 礼 盒 也 走 的 是 养 生 Style 路
绒服等排名靠前。京东大数据还显示，
线，这或许与他们买回家孝敬长辈有
泳衣、女士丝巾、游泳镜等反季服装商
关。每日优鲜表示，
水果、萝卜和杂粮
品销量同比增幅超过 120%。看来，还
礼盒都在它的销量最佳礼盒之列。此
有不少人冬天带夏装出去浪。
外，成长于物质充沛年代的 90 后们，
酷爱代表消费升级的各种新兴商品，
围观直播买年货
购买力强大到能让智利车厘子的销量
带火一批地域特产
同比增长 32 倍。健康养生更是成了华
40 万斤永 兴冰糖橙 、11 万斤 元
东用户年货消费的新潮流，恒寿堂低

阳红米、2.4 万瓶宣威香辣火腿酱……
年货节期间，全国 50 多位县长亲自
带货，这些特色农产品，通过淘宝直播
走进了千家万户。
从 1 月 10 日到 17 日，淘宝直播
年货节的特别节目《年味中国·县长来
了》一共举办了 16 场直播节目。从浙
江庆元的香菇博物馆，到广东的年味
晚宴、重庆的山城文化，再到西北省
份、
内蒙古的草原风貌，总计观看量达
到 900 多万，带火了永兴冰糖橙、丹
东草莓、礼县苹果、奉节脐橙等地域特
产。
在西安进行的西北场直播是县长
来得最多的一场，来自全国 8 个省的
20 位县长都带上了自己家乡的特产
来吆喝。光是甘肃陇南市，
就“组团”来
了 5 位县长。
苹果、葡萄干、丹东草莓、纹党参
等都成为了热卖单品。来自新疆吐鲁

除了传统年味，中国吃货们的口
味越来越国际化。聚划算数据显示，活
动期间，吃货们一口气扫光了 198 万
片澳洲牛排、21 万斤智利车厘子、18
万斤厄瓜多尔海鲜以及 35 万斤越南
薯。真可谓五湖四海皆可吃，海外特产
更落胃。
在盒马鲜生，乒乓球大小、1 年只
卖 7 天的塔斯马尼亚车厘子，在 APP
预售频道上线不到 1 小时就被抢售一
空；单只重达 1 斤左右的澳洲鲍鱼和
单只重达 8 斤、长如手臂的波士顿龙
虾，在年前成了市民青睐的海鲜；整只
年猪也在盒马 APP 上成了热门商品，
消费者在线上买猪过年，既十分应景，
也给城市居民带来了浓浓的年味 气
息。
京东大数据显示，今年在年货的
挑选上，进口商品的销售额同比增长
了 64%。从品类上看，以吃为主，以用
当先，购买洋年货销量最高的品类依
旧是食品饮料，与母婴、个人护理、生
鲜、酒类共同组 成了洋年货销量 的
Top5。
据新华网

交通开年祭出大手笔 全年投资将超 2.6 万亿元
“2019 年第一批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计划已于 2018 年底下达各地，目前正在
布置各省开展 2019 年第二批交通固定
资产投资计划申报工作，我们将积极争
取 2019 年后续车购税资金规模。”交通
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在 1 月 24 日
的例行发布会上透露。
他表示，2019 年要着力用好政府资
金，争取支持适度增加地方政府一般债
券和专项债券的规模来用于交通建设。
着力用好社会资本，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放宽民间投资准入。着力用好未来收益，
密切研究和关注国家财税改革动向，加
快 研究解决 交通建设 长期资 金来源问
题，以时间换空间。

交通部数据显示，2018 年交通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 3.18 万亿元，其中铁路完
成 8028 亿元，公路水路完成 2.3 万亿
元，民航完成 810 亿元，对于经济稳增长
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国民航工作会议上明确,2019 年
中国民航将增强基础设施供给, 固定资
产投资力争达到 850 亿元。根据中国铁
路总公司工作会议上，2019 年全国铁路
固定资产投资将保持强度规模。中信建
投建筑工程分析师纪振鹏预计 2019 年
投资规模将创新高，或超过 8000 亿元。
吴春耕表示，
2019 年，交通运输仍
将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发展
中面临新的机遇，计划公路水路固定资

产投资 1.8 万亿元。交通运输部首先要精 “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竣工一
准补齐短板。落实交通运输供给侧结构
批”
的梯次结构。
“2019 年将面临 融
性改革各项任务，为国家战略当好先行，
值得注意的是，
推进“一带一路”交通建设，加快京津冀、 资难与稳投资、防风险多重压力，需要找
雄安新区、长江经济带等区域交通建设。 准平衡点。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快实施一
在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债务风险
批补短板、增后劲的重点项目，优先支持
的前提下，有保有压，
精准调控。”吴春耕
交通运输精准脱贫攻坚项目，重点保障国
称。
家重大战略、
“十三五”规划、交通基础设施
他还强调，要加强监管确保目标实
联网优化、城际交通等重大项目建设。
现。狠抓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进度和质量，
同时，交通部还将加快推动交通固
定期开展建设市场督查，及时跟踪各项
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压
交通建设任务建设进展情况，加强调查
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千方百计提
研究，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相关问题，
高新项目开工率。结合“十四五”规划的
确保全年各项建设任务按时优质完成。
编制，积极推进储备项目前期工作，形成
据《经济参考报》

网购年货高峰期提前：
餐桌、
厨房双升级趋势明显
近年来，年货节从线上发展到如今
的线上线下无界联合，从聚焦传统老字
号地区品牌到扩大到更广的品类范围。
记者梳理 2019 年年货节各平台数据发
现，挖掘消费新场景、下沉消费新市场是
一大动向。

南北年货交叉流通特征明显
数据显示，年货节期间，京东、唯品
会、拼多多、每日优鲜等多个电商平台年

糕、红肠、鲜花饼等各地区传统年货持续
大卖，南北年货的交叉流通特征明显，从
侧面表明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加快。
与此同时，城乡“餐桌升级”
“厨房升
级”双升趋势明显。除传统坚果零食外，
海鲜大礼包、车厘子等非传统年货成消
费者新宠。家用绞肉机、咖啡机、扫地机
器人等小家电及智能家居产品需求持续
旺盛，柴火灶搭配咖啡机的组合，已成农
村厨房内新景象。
苏宁易购数据显示，年轻消费者更

愿意为趣味和个性化商品买单。扫地机
器人、电动牙刷、破壁机等新型智能家电
产品在唯品会年货节期间的销量增幅均
超过 100%，其中电动牙刷的增长翻了 3
倍，小家电产品高端化消费趋势明显。
为满足消费者的采买需求，挖掘消
费新场景、下沉消费成为新市场一大动
向。纵观 2019 年年货节各平台的部署，
除了利用跨境购优势广采“洋货”
，从原
产地挖掘中华特色美食也成为平台的发
展方向。随着农产品的
“触网”，电商平台
在农产品行业的深耕，消费者对绿色健
康农产品年货的消费需求不断提高。

部分电商
“春节不打烊”
随着春运开始，部分快递员开始踏
上返乡归途，迫于快递员数量减少，一些
快递网点将不再收件，这导致消费者对
年货的采购期提前。
快递物流的停运对消费者囤年货是
否有影响？有商家表示，退换货或有点
“麻烦”。由于春节假期较长，加上快递速
度不稳定，客服人员在岗时间无法保障，
消费者对于购买到的问题年货难以及时
进行反馈和退换货，只能将其放至年后

处理。
拥有自营物流的电商则保持“春节
不打烊”
。唯品会表示，即使是除夕、正月
初一在唯品会下单购物，照样能够按时
送达。苏宁易购表示不停运、不涨价。京
东表示大年三十下单也给送。

节日消费趋势
更注重品质化、
品牌化
除了消费者外，电商们还瞄准了线
下零售业“人去楼空”的状态。电子商务
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表示，春节期间，许多
中小型线下商户都闭门歇业，这让线上
流量已趋于饱和的电商平台有了瓜分线
下市场的好机会。这样的黄金机会对电
商来说一年有且仅有一次。
曹磊指出，春节、国庆等黄金周消费
的数据绝对额和增速对消费的代表性和
重要性在逐渐下降，反而是春节消费的
品质化、品牌化和线上线下融合这些新
趋势更具意义。年货节期间，消费者的心
理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对商品
服务更敏感；二是更渴望获取性价比更
高的产品；随着消费升级趋势的推进，消
费者的理智也会对商品的选择形成一定
的决定作用。
据新华网

北京市将打造
六条“深夜食堂”餐饮街
北京市商务局局长闫立刚在日前召开的全市商务工作会
议上介绍，今年推进“深夜食堂”建设，在西城、朝阳、丰台、石
景山、通州和“回天地区”各打造一条“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
区，点亮夜间消费。
闫立刚指出，2018 年北京市实现总消费额 2.54 万亿元，
增长 7.4%。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7 万亿元，
规模再创
新高；
服务消费额超过 1.3 万亿元，增长 11.8%，在总消费中占
53.8%，对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为 82.6%，成为消费增长的“主
引擎”。
全市重点任务全面完成。建设提升基本便民商业网点
1529 个，提前完成民生实事任务。疏解提升市场和物流中心
204 个，完成全年目标。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形成 68 项
全国首创或效果最优的创新举措，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探索积
累了经验。
闫立刚指出，2019 年全市商务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总
消费增长 7.5%左右，服务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达到 55%左
“双自主”企业出口占比提高 1 个百分
右。货物贸易规模不减，
点。服务贸易增长 5%以上，对外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实际利用
外资保持平稳。对外投资健康稳定有序发展。
研究推出全市繁荣夜间经济促消费政策，支持 24 小时便
利店建设，鼓励重点街区及商场、超市、便利店、餐厅等适当延
长夜间营业时间；推进“深夜食堂”建设，在西城、朝阳、丰台、
石景山、通州和“回天地区”各打造一条“深夜食堂”特色餐饮
街区，
点亮夜间消费。
同时落实 《关于进一步促进便民早餐网点发展的若干措
施》，持续推进便利、安全的早餐网点建设；实施提高乡村流通
现代化水平行动计划，健全完善以乡村商业综合体、连锁便利
店、电子商务和物流配送为重点的现代化商业流通体系，拉动
培育电子
城乡消费。遴选推荐一批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示范企业、示范园区，制定实施新版
网络零售鼓励政策，
促进网上消费。
培育一批品牌企业，做优一批“老字号”企业，制定促进全
球新品进京首发、开设首店或旗舰店的政策措施，积极推动环
球主题公园及周边商业配套项目建设，扩大品牌消费。全面推
进中国（北京）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支持海外仓、保
税仓等跨境电商仓储设施建设，新建 10 家以上跨境电商示范
体验店，扩大中高端消费品进口，引导境外消费回流。
据《北京青年报》

舌尖上的列车时速
又是一年春运大幕拉开，南昌客运段成都车队 K787 次
三组餐车主任易勇今年尝试了几个新菜色，他准备让旅客尝
尝鲜。
今年是他在列车餐车里工作的第 27 个年头了。从当年烧
煤生火、
“做啥吃啥”的大灶台到如今干净明亮、
“点单出菜”的
小厨房，易勇见证餐车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年餐车厨房的环境可不比现在，我们炒菜都要先准备
好煤块再生火烧炉。”提起刚到餐车工作的情形，易勇仍然印
两个烧
象深刻。当年，餐车厨房的所有“装备”—一个茶炉、
——
“ 又热又
菜炉做起饭来能让厨房内的温度飙升到 70 摄氏度，
打着赤膊、搭着条毛巾、围着饭单是易勇和同
呛”。穿着短裤、
事们的
“标配”，他们会在饭点前炒好几盆菜，到了饭点就直接
开始售卖，一顿饭忙活下来，汗水混着煤粉让他们常常看上去
脏兮兮的。
“一荤一素再加半个咸鸭蛋”的盒饭，售价 5 元，在易勇跑
的北京方向的列车上，经常供不应求，不必担心卖不出去。相
反，让易勇发愁的常常是“如何把饭送到顾客手上”。
那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人口流动大，但是火车
线路和班次少，列车超员是常事。“有时候，我推着送饭车出
去，却没办法推着车回来，因为人实在是太挤了。”曾经，易勇
推着送饭车挤过两节车厢后，实在动弹不得，只能暂时把送饭
车放在原地，
从旅客的肩头“爬”回餐车。后来，他和同事们想
了个办法，
把一次性塑料饭盒放进竹筐里，两名餐车人员抬着
大竹筐从旅客头上传递过去，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售卖。
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易勇调到深圳、温州方向的列车
上，他发现来餐车消费的旅客也渐渐变得不一样了。“旅客不
只是为了吃饱饭，对菜的品种和口味有了新要求，有些旅客还
会在车上请朋友小酌几杯，点 6 到 8 个菜。”易勇表示，为了满
足旅客需求，他们把菜的样式从最初的四五个增加到十多个。
同时，转变大锅菜的做菜模式，根据需求下单做菜，随时满足
旅客的口味。
此外，对于易勇来说，做菜的体验也变了。餐车装了空调，
“大蒸炉”厨房成为过去，而他们也好像没那么忙了。乘车的旅
客除了到餐车用餐以外，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在列车沿途停靠
还有面包、泡面、
的部分站台上，除了个体户经营自制的盒饭，
火腿肠等速食食品，以及茶叶蛋、煮玉米、鸡爪等便利食物的
大规模出现。竞争的到来，让餐车也改变营销策略，易勇他们
会在售卖盒饭的车站前推着饭车叫卖一遍，尽力保住自己的
市场。
“时代变了，菜品和服务也要跟上‘节奏’。”易勇跑过北
京、上海、温州、深圳等不同线路方向的列车，多年的服务旅客
经验让他认识到，餐车“生意”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要想抓住
旅客的
“胃”，先要付出自己的
“心”。
2001 年，他开始跑重庆方向的列车。易勇发现，
湖南旅客
爱吃辣，而四川方向的旅客偏爱麻辣。为了更好地“打进市
场”，他和同事改进送饭车，在原有送饭车的基础上加了个架
子，架子下面用开水保温，架子内有辣的菜和不辣的菜，这一
做法深受四川旅客的欢迎，易勇还会用学来的四川话与他们
闲扯几句。这种变化同样发生在餐车厨房里。整体厨房的应
用，让“生火做饭”成为历史。现在，打开电磁炉，易勇和同事们
实现旅客随点随炒，工作效率也提高不少，以往厨房十个人忙
得团团转，
现在 5 个人就能轻松搞定。“我们着装也更加规范
，可干净
了，都要穿戴厨师服和厨师帽，
‘进去白的、出来白的’
了。”
易勇说。
随着健康饮食观念的深入人心，旅客口味也在发生变化，
对菜的卖相也有了要求。菜不仅要好吃有营养，还得摆盘好
看。为此，
易勇他们花了不少心思，去琢磨不同地区旅客的喜
好，改进菜色、
作好服务。
望着车窗外呼啸而过的高铁、动车，易勇感叹，从舌尖就
能体会到我们这些年的变化。“时间说来也不长，但国家和铁
路的发展快得好像换了个世界。”
他说。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