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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广大农村市场消费火
热。在线下，商场超市丰富货品种类，
优化服务体验，满足居民购买年货的多
元化需求；在线上，随着越来越多的地
区实现快递进村，农村居民网购年货的
热情也日益高涨。这个新年，农村市场
的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处处洋溢着浓浓
的年味。

安徽含山县超市导购员韩镇城——
“加把劲，给大家推荐更多新品”

春节假期，走进安徽省马鞍山市含
山县乐购玛特超市，红灯笼、中国结挂
满商场，各色年货映入眼帘。眼瞅着顾
客一拨接着一拨，超市导购员韩镇城加
快了手上的动作。不一会儿，货架被重
新填满，葡萄干、无花果、腰果等商品
摆放得整整齐齐。

“我负责坚果礼盒、曲奇饼干和新
疆特产的导购，提前一个半月就开始备
货了。”韩镇城说，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采购的各个环节都严格把关，“从厂家
发货到快递接收，都要做好消毒工作，
对消费者负责。”

说话间，顾客俞晓梅过来询问：“新
疆特产都有什么？”韩镇城拿起一袋葡
萄干推荐：“我们主推这款葡萄干，果
实饱满，又大又甜，品质不错！这是我
们特意从新疆采购的，当零食好吃又健
康。”

听完韩镇城的介绍，俞晓梅买了两
袋。在她看来，如今生活好了，挑年货
也更加讲究。“蔬菜选绿色的，零食买
健康的，咱们也要过个品质年。”俞晓
梅笑着说。

这两天超市促销，坚果礼盒也比平

常的独立包装划算。“礼盒一般包括碧
根果、腰果、核桃等，品种多，口味全，
适合全家一起分享。”韩镇城指着两斤
重的坚果礼盒介绍，春节假期，时常能
见一家老小齐上阵，推着购物车选购年
货，这种礼盒很受欢迎，一天能卖 100
多盒。

年味浓，销售旺。一天的导购工作结
束，韩镇城又忙活着喷洒消毒液，和同
事一起对超市进行全面消毒。新的一
年，韩镇城也有新愿望：“加把劲，给大
家推荐更多新品！”

宁夏贺兰县货物调度员贠喜梅——
“让大家买得开心买得顺心，高兴”

“快！快！先去补点西红柿！”大年
初五，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的新百连锁超
市太阳城店人来人往，眼看货架商品快
要见底，生鲜组的调度负责人贠喜梅赶
忙吩咐。

“超市里生鲜调货就一个要求——
快 ”，等 货 上 架 ，贠 喜 梅 才 舒 了 一 口
气。这一天，蔬菜、水果、水产、低温鲜
肉等 20 吨的货物，都由她负责调度。
重量大、种类多，只有“快”，才能保证
货品的新鲜度。

早上 6 点，贠喜梅就来到超市，跟
生鲜组的同事一起卸货。第一批共计
3 吨的货物，在物流中心已被分拣好，
贠喜梅和同事只用 15分钟就能清点完
毕。30 分钟后，货物便被搬上货架。
因为生鲜保质期短、折损高，这样的补
货，每天至少要进行 6次。

作为生鲜组的调度负责人，贠喜梅
不仅肯用力气，还懂得用巧劲儿。“对
不同货物的关注点不一样，比如说橙

子，看的就是表皮的弹性、光滑程度。”
贠喜梅理货，不用挨个拿起来看，经常
鼻子一闻、手一摸，便能判断新鲜度。

除了上货、理货，贠喜梅还要提前
判断生鲜的进货数量。“天气、时令、节
假日、促销活动等，都会影响当天的销
售量。”贠喜梅说，以西红柿为例，超市
每天供应并销售 500公斤，但如果遇到
下雪天，提前一天调货，要增加 30%的
余量才能满足购买需求。对于春节这
样的大节日，更要做足准备，保证比平
日的备货多四成。

贠喜梅和同事们付出的努力得到
了消费者良好的反馈。“每次年货都来
这里买，就是因为这里的销售人员用
心，东西种类全，货足！”住在超市旁边
的退休职工王朝林是超市的常客，去年
疫情防控中，他还学会了网上买菜，足
不出户，超市的菜就能送到家门口。

今年春节，货物调度员的任务更
重，不大的超市里，贠喜梅每天都要走
上两万步。“越是假期，我们越忙，让大
家买得开心买得顺心，高兴！”贠喜梅
说。

湖南益阳乡村快递员程胜元夫妇——
“村里网购的人越来越多”

“春英，鲈鱼到了没？我准备用来
做年夜饭呢！”

“刚到货，一会儿胜元就给你送到
家里。”

……
春节假期，在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

欧江岔镇注湖港村，催货电话一个接一
个，程胜元和杨春英两口子忙得不可开
交。一个在店里拣货打包，一个骑车送

货上门，仅大年三十这一天，他们就配
送了 355笔订单，全是老乡们网购的年
货。

程胜元夫妇在村里开了 10多年的
小卖店，一直以来，店里最走俏的当属
油盐酱醋等日用品。自从 3 年前申请
成为一家电商平台的村级服务点后，他
们发现村民的消费习惯正在悄然变化。

每天早上 9点，一辆小货车准时开
到小卖店，拉来村民们之前网购的货
物。杨春英按着订单信息完成分拣后，
三轮摩托一阵轰鸣，程胜元第一时间把
货物送到各家各户。

“刚开始一天没几个订单，大家担
心在网上买东西不靠谱。”一些在外工
作的年轻人，常常通过电商平台给家里
买东西，久而久之，村里的中老年人也
慢慢适应了这种购物方式，有人还主动
学着自己下单。

“村里网购的人越来越多。”程胜元
说，特别是受疫情影响，去年开始老乡
们感受到了网购的便利，他平均每天要
完成 180个配送任务。

订单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注湖港村
村民网购的商品种类也越来越丰富。
包括杨春英自己在内，小到葱姜蒜，大

到电冰箱、热水器，越来越多的村民已
经习惯了指尖购物的生活。

“同样是过年买水果，以前大家来
店里只问价格而不会关注产地，但现在
经常可以看到阿克苏苹果、赣南脐橙、
广西沙田柚等订单。”天天给村民送
货，程胜元也总结出了其中的门道。

午饭过后，很多货物都配送出去
了，杨春英的拣货篮里还剩下一包宁波
风味汤圆和糯米糍粑，这是她网购给家
人的点心。“新年吃点不一样的，我们
也要过得有滋有味！”

（人民日报）

红红火火的牛年春节期间，全国各
地居民“逛吃”模式持续升温，开启了新
春“开门红”模式，各大互联网平台的消
费大数据则透露出本地过年大背景下
的消费新趋势。

特色年货“反向狂奔”

年夜饭从“妈妈做”到“去饭店”再
到“买礼盒”，年味儿没变，消费习惯在
变。

随着商品的丰富和物流的便利，
宁波的海鲜飞到了西北民众的餐桌
上，四川的腊肉成了北京人的心头好，
宁夏的滩羊肉是广东人涮锅的主料
……京东大数据显示，从大年三十至
初五，有关年夜饭礼盒、年货礼盒、方
便菜、烧烤食材等比去年农历同期增
长 90%。其中年夜饭礼盒在北京、上
海和广州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分别
增长 4.7 倍、3.2 倍、1.7 倍。年货礼盒
增长在湖北、湖南、河南分别增长 4.9
倍、4.5 倍和 4.3 倍，值得注意的是，湖
北省“三峡鱼米干货礼盒”成为该省特
产馆的明星产品。

今年春节，1亿多人响应号召“就地
过年”，很多人通过电商平台将自己的
心意送回了家。在京东上，从大年三十
至初五，异地订单成交额比去年农历同
期增长58%，收到异地订单占比最高的
省市前五名分别是湖北、江苏、河南、北
京和陕西。北京市的消费者接收异地
订单较多来自山东、东北和河南，26岁
到 35岁人群收到了各种各样的休闲零
食、土特产和健康滋补品，家中父母到
底还是放心不下远在他乡的游子。

达达集团旗下京东到家数据研究
院的数据显示，自 2月 4日小年至 2月
17日大年初六，京东到家上异地订单销
售额比去年翻倍增长，其中异地订单下
单较多的城市集中在广东，一键下单 1
小时达助力亲情传递。

阿里数据也显示，考虑到孩子“就
地过年”，许多父母从老家寄来当地特
色食物，“年货反向狂奔”取代“后备厢
里的土特产”成新现象。

就地过年提振“悦己经济”

就地过年也促进了“悦己消费”的

升级。随着许多“90后”“00后”初掌年
货置办权，年货消费呈现品牌化、智能
化趋势。淘宝数据显示，扫地机器人、
擦窗机器人消费增速同比超 100%、
300%，洗地机增长 18 倍，孝敬长辈有
了新三大件。老字号也不甘示弱，茅
台、五粮液、洋河、泸州老窖、杏花村依
然在国内老字号春节销售 10强中占据
5席。

以前，人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买
到”，今天则更加追求怎样“买得更
好”。比如，进口酒水消费者，一半以
上来自三四线及以下城市，三四线城
市在春节酒水消费中更“洋气”了。春
节送礼也迎来了“送健康”的新风尚。
在天猫上，雷允上、同仁堂、片仔癀、马
应 龙 等 品 牌 ，相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196.3%、173.9%、108.7%、45.6%，按摩
枪同比去年春节成交额长了超7倍。

年轻人越来越偏爱智能生活用
品，带动智能科技消费兴起。天猫春
节档期间，生活电器中，扫地机器人等
智能“黑科技”产品受欢迎，其中扫地
机器人同比增速超过 100%，擦窗机器
人增速超过 300%，洗地机同比增速更

是超过 1800%，让大家轻轻松松大扫
除、过好年。

在京东上，很多“悦己消费”相关品
类同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三成以上。
湖北省接收异地订单增长 131%，增长
最快的是K金饰品、白酒和香水彩妆，
在经历了一年的复苏之后，湖北民众过
上了一个平安、喜乐、美美的春节。

本地游酒店度假成热点

在就地过年号召下，牛年春节旅游
市场“本地人游本地逛景区”特征明显，
酒店度假成为旅游新时尚。

春节假期，本地景区呈现出一派繁
荣景象，热度急速攀升。携程门票数据
显示，本地预订门票订单量比2019年春
节增长超300%。驴妈妈发布的春节游
报告也显示，全国各地的主题乐园景
区、年味民俗类景区、近郊踏青公园都
迎来了客流高峰，城市微旅游、云旅游、
红色旅游、文博游分外受捧，游客偏向
以个性化形式探寻城市不同的一面。

“酒店度假”登上本地及周边游热
度榜，以温泉、乐园、亲子、浪漫为主题
的度假型酒店备受青睐。瘦西湖温泉
度假村总经理郭鲲感受到了这个春节
来自消费者的热情。“大年初二开始，度
假村连续三天出现 100%满房的情况，
这是之前没有预见到的。”他介绍，在春
节期间，度假村适时推出麻将房、宠物
房、家庭聚会轰趴套房等定制产品，满
足用户差异化需求。

春节期间，飞猪平台本地游预订量
同比涨超 660%，玩酒店、逛景区和“云
旅游”直接带动电竞酒店、宠物民宿、包
栋型轰趴别墅客单价出现 30%至 100%
的涨幅。

自驾游市场也迎来高光时刻。携
程租车数据显示，在“就地过年”号召
下，租车本地出行订单占比显著提升，
与2019年春节相比增长82%。据统计，
租车消费额也持续增长，长假平均花费
超过1700元；租车平均使用天数有所增
加，达到 5天，超过去年国庆假期的 4.5
天。

（北京日报）

春节假期刚过，湖北秭归县向群、韩平夫妇动作麻
利地给刚摘下来的脐橙套上防撞套，按照不同规格，打
包装箱等待发货。

和向群、韩平夫妇俩的脐橙一起打包发货的，还有
美团优选从秭归各乡镇采购的脐橙，这些脐橙已经销往
山东、江苏、浙江等 20余个城市，仅 1月中旬至 2月 1日，
销售量已超 68万斤。

受疫情影响，往年来收橙的外地客商今年大多没
来，本地销售价格从往年 2.5元一斤掉到了 1.5元。“之前
挂在树上的脐橙一直卖不动，要过年了腊肉都不敢买！”
向群、韩平一家 2016年 9月被屈原镇链子岩村列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通过发展产业 2018年脱贫，但家里两个孩
子要上学，经济状况依然吃紧。

为了尽快销售脐橙，夫妇俩想尽了办法：沿街叫卖、
发朋友圈向亲友推销、联系微商网红带货，但脐橙并未
销售多少。

此前，跟向群、韩平夫妇一样为橙子销路犯愁的农
户不在少数。为拓展农户销售渠道，巩固脱贫成果，今
年 1月美团优选与秭归县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双方
将围绕巩固脱贫、电商人才培养及下沉市场发展等开展
合作，助力农民稳定增收。

向群、韩平夫妇家的脐橙通过美团优选品质鉴定，
5000斤此前滞销的脐橙一次性全部被收购，“我们的脐
橙终于有着落了，这个年过得很安心。”

近年来，平台经济在解决贫困地区农产品滞销问题
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级电商平台“扶贫 832”累计销
售扶贫产品超过 82.5亿元。

多家互联网平台的大数据折射出巩固脱贫新动
能。京东自 2015 年启动农村电商战略至 2020 年年底，
农产品交易额超 5000 亿元；苏宁扶贫专项投入累计超
8.5亿元；拼多多以“拼模式”深入农业主产区及“三区三
州”深度贫困地区。

电商链接起产业上中下游，形成共振，产生巨大溢
出效应，推动技术、资本、产品、服务等资源在贫困地区
落地，弥补城乡间“数字鸿沟”，调整优化资源配置。

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三农”内容也逐渐成为
各电商、直播、短视频平台的重要话题，“短视频+直播”
成为群众巩固脱贫成果的“软件”。《2020快手三农生态
报告》显示，2020 年快手上有超过 1 万的“三农”创作者
日活跃率为 90%，2020年“三农”创作者电商成交单数超
过 5000万。

扶贫书记带你走进云上人家、赶海少女带你体验诗
与远方……通过“短视频+直播”更多乡村生活被看见，

同时也传递了农业知识，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
这背后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贫困版图上飞架起的一个个令世界瞩目的

超级工程，一场场跨越山海的资源大调配：
贫困村光纤通达率达到 98%；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实现对 832个贫困

县全覆盖；全国快递乡镇网点覆盖率达到 98%，农村快递物流体系加快建立。
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瓶颈打破。

当前中央明确“三农”工作重心由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专家
表示，脱贫攻坚期间补强农村基础设施短板的力度不断加大，农村正逐步建立
起全产业链的生产、加工、流通体系，探索了一系列平台经济助力脱贫攻坚的
模式，这些经验将在推进乡村振兴阶段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依托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平台经济正为巩固脱贫成
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汇聚起社会各界参与巩固脱贫的强大合
力。

（新华社）

农村市场 消费潜力正释放

大数据透露春节消费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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