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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年度账单钱咋花得这么爽
vintage 在淘宝年销售额达两千多万，Evan 觉
得自己总算迈出了一小步。他们正计划重新
杀回伦敦，举办一场时装秀，展示中国新设计
的风貌。
淘宝发布的《2018 中国原创设计创业与
消费报告》显示，有 5 万像 Evan 这样的青年设
计师，选择在淘宝集结。一方面，是蓬勃的“登
淘”创业潮，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消费者对于原
创设计的极大热情和力挺。
《报告》显示，全年
设计类单品成交额更是高达数百亿，95 后女

﹃﹃水墨﹄﹄龙门

“你，一年花了多少钱？”本周二，支付宝年
度账单在微信朋友圈里开始刷屏。自觉花钱
如流水的网友，纷纷以各种“不忍直视！”的诙
谐表达来调侃自己。今年的年度账单，分别从
深夜打开支付宝日子、全年消费总额、消费金
额最高类目、消费最多的月份、全年点外卖次
数、线下支付次数、全年出行次数等维度来回
忆支付宝用户一年的支付宝生活。借助网络
平台的精准数据，让我们对消费有了更直观的
认识。
我国近 14 亿人口的大市场、规模位于世
界前列，正呈现消费升级的态势，具有巨大的
需求潜力。潜力就是机遇，国家正致力于培
育全球最大市场，进一步把潜力转化为现实
需求，为企业创造巨大商机。
专为熬夜买眼部精华霜
男人也重视“面子问题”
“不瞒你说，我一直想修眉毛，就是不好
意思。那天老婆拉着让我去，其实内心是窃
喜的。”杭州人小宋是一名销售，平时四处奔
波，日晒风吹，从不保养，认为所谓男人味就
是“糙”。最近，他被同事发现偷偷文了眉，
“出乎意料，没人笑我。看来如今男人爱美真
是能被大众所接受的了。”确实，小宋的“盟
友”遍地开花。家住上海的杭州男孩 Kim，三
个月内要用掉一瓶粉底液，两支修容笔……
“我身边的男生都用粉底液啊，毕竟相比一脸
痘痘和坑，大家还是更愿意看白净的脸。”淘
宝提供的数据还显示，男人们还会为自己购
买眼部紧致精华霜，
专为熬夜而准备。
十年前，绝大多数男人认为用洗面奶、涂
乳液都太女性化。如今，当“糙男人们”也开
始变得精致，令不少女性感慨，品质生活是真
的近了。从 2013 年走到 2017 年，服饰鞋包虽
然一直是成交最多的大类目，但在近 5 年的双
11 中，这一品类的占比在下降，而 3C 数码、家
装家饰、美容护理等在提升。新动能已经逐
步支撑起中国目前以及未来的中高速增长，
这是新型消费升级的主要表现。
拿进口商品来说，作为国内第一大跨境
进口电商平台，天猫国际目前已引进全球 75
个国家和地区 3900 个品类近 19000 个海外品
牌 ，其 中 八 成 以 上 品 牌 是 首 次 进 入 中 国 市
场。来自各个国家的众多进口商品让人仿佛
置身“地球村”。2018 年 12 月 28 日，天猫国际
对外公布了新年发展计划：布局新增试点城
市，在原先 100 万平方米保税仓基础上继续扩
展，3 年内达到 20 个保税仓及 10 个海外仓，以
支撑海外 6 大采购中心的商品输出。
随着新政跨境正面清单商品的新增，天
猫国际还推出“双百计划”：2019 年加强与宝
洁、联合利华、强生等 100 多个海外大集团品
牌的合作；将跨境商品数扩充至 100 万以上，
全面满足中国消费者的购物需求。在享受这
场“买全球”的盛宴背后，是中国巨大的市场
潜力。
淘宝设计师和“当地向导”受追捧
原创和定制不再是少数人的福利
“我们的愿景是作成国际时尚品牌，赢得
全球消费者认同。”青年设计师 Evan 说。Evan
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学习服装设计。2012
年 ，Evan 和 合 伙 人 一 起 创 办 女 装 品 牌 Even
vintage，并把淘宝作为创业阵地。如今，Even

性消费者更愿意为原创设计买单，客单价甚至
飚升到整体消费的 4 倍多。
除了原创设计，定制旅游也成了近年来新
兴的旅游消费方式。胡娜娜是携程平台上的
金牌“当地向导”，2013 年来到杭州，在旅行社
当导游。那时胡娜娜带的团队多数以老年团
为主，行程都是提前安排好，严格按照计划进
行。
“有一次我带一个山东老年团，有位爷爷非
常想去胡雪岩故居看看，但行程安排中没有这
个景点。那位爷爷说了句‘这可能是我这辈子

1 月 9 日，
一艘游船从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前的河面上驶过。
当日，雪后的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景区银装素裹，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卷徐
徐展开。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台湾鸡蛋价格创 20 年新高
新华社台北 1 月 10 日电（记者刘斐
章利新）台湾近日出现“蛋荒”，不仅鸡蛋
产量减少，价格也是频频调涨，蛋价创 20
年来新高。近期，加上基本工资、劳保费
用、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岛内部分餐
饮业“涨”
声响起。
岛内鸡蛋批发价 9 日从每台斤（等于
0.6 公斤）42 元（新台币，下同）涨至 45 元，
产地价格也从 33.5 元涨至 36.5 元。据台
农业主管部门畜产品价格查询系统统计，
这是自 1998 年有记录以来新高价格。
台农业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蛋
价调升主要因为气候变化影响产蛋率，且
农历年节将至，需求量大增，目前产蛋量
一天约 10 万箱，但实际需求 10.5 万箱。
岛内媒体报道，去年初，台湾多家种
鸡场疫苗失效致使小鸡死亡率偏高，夏季
暴雨水灾又致使正在产蛋期的鸡死亡，造

成蛋产量减少约 15%。据业内人士分析，
鸡蛋价格恐要到端午节过后才有望恢复
平稳。
鸡蛋价格上涨让早餐店业者和低收
入家庭感到吃力。蛋饼是台湾民众喜爱
的早餐，但基本食材价格上涨且涨价预期
不减，小本经营的早餐店业主想涨价却又
怕消费者不接受，
陷入两难境地。
近期，基于基本工资、劳保费用、原材
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岛内部分餐饮业“涨”
声响起，普遍调高餐点价格 5 元至 10 元不
等。其中，台湾知名卤肉饭连锁店“胡须
张”宣布，元旦起调涨 47 项产品价格，平
均涨幅 5%。
台湾《中国时报》刊文表示，元旦过后
物价统统喊涨，让上班族大喊吃不消，统
计部门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却呈温和
成长，与民众感受出现严重落差。

最后一次来杭州了’。当时我心里真的很不是
滋味，那位爷爷已经 83 岁了，可我也无能为
力。
”
两年前，胡娜娜加入携程成了一名“当地
向导”。和传统导游、传统旅游团不同，
“当地
向导”在平台上接单，根据游客的需求，定制个
性化的旅游行程。截至目前，她累计服务次数
600 多次。如今，胡娜娜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导
游工作室，拥有六七名风格不同的导游，按需
分配给游客。
近 年 来 ，中 国 旅 游 市 场 也 呈 几 何 式 增
长。从跟团游到自由行，从私家团到定制游，
经过数年的发展，人们对旅游的需求不再是
早年的“下车拍照上车睡觉”了，而是寻求更
贴心、更深度、更个性的服务。而像胡娜娜这
样的“当地向导”越来越吃香，也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中国游客的旅游已经迎来了“私人定
制”时代。特别是互联网定制游，使得定制游
迅速走进普通大众。以携程定制旅行平台为
例，定制成为跟团游、自由行之外又一种主流
的旅行方式，目前已有 1500 多家供应商的
5000 多名定制师加盟，2018 年交易量增长超
过了 120%。
新消费时代
买家才是爆款的真正制造者
随着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攀
升，数字化推动消费领域变革，我们进入了新
消费时代。当进口食品摆上普通老百姓的餐
桌，男人的橱柜变得丰富，当旅行追求个性化
定制，穿着讲究原创设计，对于中国消费者来
说，理想中的美好生活正在一步步实现，而对
于众多企业来说，新消费时代的开启，也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这些新机遇中，除了消费需求的升级，还
有消费方式的换代。过去十年，中国消费者
的消费方式，是随着 PC 端往移动端转移而改
变的，那么，在新消费的下半场，虚拟现实技
术、传感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
有望再次全方位颠覆消费体验。作为新的设
备及显示技术，过去两年，AR、VR 技术的应
用在线下门店中开始被试验推广，如 AR 试衣
镜、虚拟试妆镜等。
此外，以数据为核心的新制造，追求的不
再是工业时代规模化生产的流水线，而是依
托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用
互联网链接实体工厂，依据市场和消费需求
快速反应，传统制造业延续已久的 B2C 模式
将彻底转向智慧化、个性化的 C2B 新制造时
代。如 2015 年，天猫通过大数据分析判断洗
碗机将爆发，联手美的培育市场，生产定制款
的美的洗碗机。2016 年天猫双 11，美的洗碗
机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 1900%。
如今，基于阿里的大数据资源，天猫推出
新品创新中心，利用大数据建立新品研发的
全局仿真系统，向新零售上游推进，帮助品牌
主精准把握消费趋势和人群喜好，精准击中
消费需求的同时，将新品孵化平均周期从 18
个月缩短为 9 个月，助力品牌加速向新制造转
型。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新消费时代，消费者
将自己决定他们将拿到什么样的产品，成为
新品和爆款的真正制造者。
本报综合消息

2019 年
“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招聘会公告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和省委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着力推进“三
区三州”就业扶贫工作，帮助各类就业困难群体、残疾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创业。推动落实《省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做好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
（青政〔2018〕92 号），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支持
企业稳定岗位，促进就业创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残疾人联合会定于 2019 年 1 月 12 日（星期六）在青海省人力资
源市场举办 2019 年“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招聘会。现予以公告，请广大求职者和用人单位踊跃参加。
联系人：王老师
报名电话：0971—8258711 8258712
地 址：西宁市西山一巷 5 号青海省人力资源市场
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
2019 年 1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