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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食品，一直都在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方便食品的
要求也由最初的便捷向美味转变，而
生产企业也在不断创新产品配方和生
产工艺，力求俘获消费者的味蕾。

走进超市方便食品售卖区域，除
了消费者常见的方便面外，各种品牌
的酸辣粉、螺蛳粉、热干面、自热米饭、
自热火锅、自热粥应有尽有，当然，方
便面也不再仅仅是红烧牛肉味、香辣
牛肉味、老坛酸菜味，小龙虾味、香辣
蟹味、藤椒味等创新口味产品不断上
市。可供消费者选择的方便食品种类
越来越多，产品口味与形式的创新在
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为
品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白家阿宽食品方便食品事业部副
总经理代贵春在 2021国潮新消费大会
上就提到，有一些消费者变了，有一些
没有变。20 多年来，阿宽一直在做酸
辣粉，从最初方便速食的需求，到如今
个性化的需求，是速食赛道最大的变
化。除了口味之外，消费者对于对食

材的要求更高。新的网红品牌从线上
发迹，正是因为产品品质与体验的提
升。比如螺蛳粉和酸辣粉，调料包多
达七八个，而且是以相对健康的食材
为主。消费者对于产品特点的需求并
没有变，但是要求会越来越高。

正如代贵春所说，近年来，方便食
品一直呈高端化发展趋势，追求健康、
营养成为越来越多产品的目标。伴随
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
对食品有着更为敏感的触觉，会主动
了解产品配料、生产工艺，并乐于向身
边人分享自己的品尝体验。面对以方
便快捷著称的方便食品，他们在没有
经济压力的情况下更愿意选择食材健
康、口感较好、营养丰富的产品。对于
大部分一二线城市的年轻消费者来
说，他们爱吃、爱玩、爱分享、注重品质
和仪式感。方便食品早已不再是“饱
腹”的代名词，有时还会成为引领“时
尚”的话题点。

“方便面要加蔬菜、鸡蛋等食材一
起煮才营养。”这一观点一直是很多老
一辈人对方便面看法——“单吃方便面

不好”。但现在，我们可以找到拥
有更多蔬菜包、肉肠包、卤蛋包的
方便面，而且通过多种干燥工艺浓
缩的脱水蔬菜也有了更大的占地
面积。同样，消费者对于多样化蔬
菜的需求也可以在自热火锅、自热
麻辣烫等产品中得到满足。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吃
得营养健康”，消费者对方便食品
的期待不断提高，方便食品行业
也在深入挖掘着更多消费者的细
分需求。市场上，方便食品不断
推陈出新，却始终不会离开“营
养”与“健康”的圈子。这也就意
味着，方便食品行业产品要想形
成自己的特色，在“营养健康”的大前
提下，还需找到额外的突破口。

根据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来生产
和研发产品，是每个行业发展的共通
之道。在全民健康意识不断提高的大
环境下，消费者对健康和营养的追求
也促使着方便食品行业产品更新换
代。代贵春也说过，“食品类产品，好
吃是前提。消费者依然以口味为前

提，口味的多元化，企业可以通过开发
更多产品来解决，差异化可以体现在
面饼、面体、调料等方面。近年来，很
多网红品牌崛起，最大的原因在于还
原了地域特色，来满足消费者新的需
求。方便食品行业要始终坚持好吃、
健康，并在此基础上尽量还原餐饮的
体验。”

（闫 利 文/摄）

十年前，很多人开车回家时会在脑中
盘算，走哪条路会快一点。而现在，即使
是新手突然要去一个不熟的悉街道，都能
在任何一款电子地图里，根据驾驶人员是
否想上高速、是否想少通过红绿灯找到相
应推荐线路，甚至前方道路堵塞原因、拥
堵时长会有多久，都能给出精准的答案。

智能技术的成熟让生活变得更简单，
而小场景数字化的实现，也让消费者能更
科学地管理日常生活，进而迎来新潮的生

活方式。
在日前举办的2021国潮新消费大会

上。创米科技副总裁孟四海表示，近期在
对消费者消费习惯分析时，发现最明显的
变化是他们需求呈现出碎片化特点，每个
人的需求不同，而且都希望得到不一样的
产品和服务，普适化和大众化的智能产品
已经不足以满足每一个小群体的个别化
诉求。

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孟四海也给出

了答案——小场景智能化技术可以在更
碎片化的场景中实现个性化应对。以各
类智能小家电为例，在海拔比较高的地
方，水的沸点会降低，很多电饭煲在高海
拔煮不好饭，是因为电饭煲不知道它所在
位置的海拔。小家电生产企业通过数据
的积累和分析，可以总结出不同用户对于
烹饪风格的偏爱、自身所处的位置，从而
实现烹饪方式的精准推荐。比如家长会
为了孩子的健康选择自己做饭，但有些复
杂的菜品不仅耗费时间长，还可能口味并
不理想，这时烹饪机器人出场，可以根据
核心用户的需求，在自动烹饪的过程中解
决饮食的健康和油烟问题。再比如扫地
机器人，能够通过各个传感器识别到主人
是否已经离开家，可以自动进行扫地、拖
地等。

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家电行
业市场前景及投资机会研究报告》显示，
小家电行业消费升级趋势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

一方面伴随消费者对精致、健康、具
有现代感等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小家电
品类不断创新和长尾化发展，以满足消费
者需求和解决消费者痛点。近年来，在市

场需求和产业政策的驱动下，智能小家电
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数据显示，2020
年小家电线上市场规模达366亿元、线下
市场达200.3亿元。而即使进入原材料普
遍上涨的2021年，小家电市场也仅呈现
小幅负增长，预测2021年小家电线上市
场规模将达358.8亿元，线下市场规模将
达167.1亿元。

另一方面为解决消费者需求，智能
小家电在原有功能上横纵双向拓展。
在横向拓展上，单一功能的小家电逐渐
向多功能或复合功能发展。此外，小家
电创新在原有的功能性需求上纵向深
入，逐步向高端、智能与健康的多样化、
个性化产品发展，为产品创新注入强大
的推动力。

事实上，未来不会是单品的时代，
而是多品类、垂直整合的时代。单一产
品无法包含全部功能，设备间的互动互
联离不开数据、AI以及整合力。“智能小
家电将针对不同人群的需求进行个性
化匹配，并通过数据的积累对不同人群
输出不同的功能。”方太集团米博总经
理李涛表示。

（王薛淄/文 闫 利/摄）

去年，全网热干面销售金额超过 6 亿元，速食热干面不仅销
往全国各地，更走向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 20多个国家。热
干面能否成为餐饮界的下一个网红？采访中，多位受访专家认
为，作为最具国际化属性的面条，发展热干面产业要避免让情怀
制约创新。

湖北省粮食行业协会武汉热干面产业分会提供的统计数据
显示，热干面的产业规模目前在 150亿元以上。

同为城市餐饮名片，武汉热干面和柳州螺蛳粉尚有差距。柳
州市 2014年颁发首张袋装螺蛳粉生产许可证，仅用 6年时间螺蛳
粉已发展为一个 300亿元的大产业。

热干面能否成为餐饮界的下一个网红？蔡林记电商公司品
牌负责人吴琪分析，和螺蛳粉相比，热干面的网红属性偏弱，尤其
在社交属性上，热干面没有形成传播度的爆点。

“大家形容螺蛳粉好臭啊，有多臭？办公室同事都被它熏晕
了。热干面主打的特点是香，有多香？整个办公室同事都被香晕
了。”吴琪认为，“香喷喷的食物多，臭香的食物少。”

在郑州先后创办了拌调子热干面和成碗热干面两大品牌的
刘侠威这样形容：“如果把餐饮界比做娱乐圈，那螺蛳粉就是圈子
里的网红，热干面走的是常青路线”。

吴琪介绍，公司内部常常分析和学习螺蛳粉的爆红路径。目
前，他们也在为热干面量身定制新的品牌营销计划，帮助蔡林记
热干面进一步“出圈”。

中国餐饮产业分析师王新磊坦言，做餐饮分为两种，一种是
开饭馆，讲究手艺拼口味；一种是做公司，强调管理做品牌。做品
牌市场上至少要有两至三家热干面大品牌，才能形成行业规模和
竞争。

王新磊通过对餐饮行业的多年观察判断，餐饮产品上的创新
多是从非核心区域开始，情怀往往会制约创新。“无论是青海人还
是上海人，在牛肉面上他们比兰州本地人更敢于创新，没有兰州
人对口味的束缚。热干面也一样，要想走出武汉，就不能只让武
汉人认可”。

湖北省连锁经营协会会长杜汉武建议，武汉市场上的热干面
品牌已经拥有十几年甚至近百年沉淀，但相对缺乏时代感。如何
让品牌年轻化，影响武汉之外的年轻人，是我们需要向“陈香贵兰
州牛肉面”们学习的内容。

“要把热干面门店开到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要让它经得
起更强的消费力群体检验，根据顾客意见优化产品。”杜汉武认为，外地品牌入局
热干面产业是好事，可通过外力助推武汉热干面企业发展。作为武汉本土企业，
更不能故步自封，要有把热干面带向全国的目标。产品品类上，要敢于创新、追
求多元，而不只是被武汉市场肯定。

今年 4月，湖北省粮食行业协会武汉热干面产业分会正式揭牌。武汉热干面
产业分会秘书长、武汉轻工大学食品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学东介绍，产业分会成立
后拟定了《“武汉热干面”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力争在 2025年按
照 500亿产业发展目标，培育 1—2家年产值超过 50亿元的“武汉热干面”生产企
业；建设 1—2个功能完善、上下游产业齐全的“武汉热干面”产业园；研究制定“武
汉热干面”行业标准，打造“武汉热干面”公共品牌。

王学东建议，政府部门可通过设立“武汉热干面日”、建立热干面博物馆等形
式宣传武汉热干面文化，讲好“一碗热干面的故事”。

杜汉武认为，武汉本土品牌要抓紧时间补齐短板。在产品、品牌、团队上打
出一套组合拳，跑出热干面发展加速度。 （武汉晚报）

“00 后”大二学生柯隽是家里的
独生女，虽然家庭条件不错，但每次
她想购买电脑、手机等数码产品，都
会对各个品牌产品进行衡量比较，既
要看中产品功能，也追求性价比。“虽
然父母平时对我花钱没有太多要求，
我想要的都会给我，但是毕竟现在还
不是自己挣钱，生活上还是能省则
省。”柯隽表示。

“95 后”张茜已经大学毕业工作
两三年了，有了稳定收入来源后，她
对于护肤美妆有了更高的要求，会更
侧重于购买品牌产品。但她也会看
性价比，会找专业代购或趁着活动，

找 朋 友 一 起 凑 单
购 买 。“ 我 的 微 信
朋 友 圈 里 加 了 11
个代购，基本都是
美妆的，一般我会
比 较 代 购 和 免 税
店的价格，如果代
购便宜，我会倾向
找代购。”

不想花的钱，
能 省 就 省 。 对 于

“95 后 ”“00 后 ”而
言，日常生活中，互
相借视频会员看电
影，一起点外卖拼
单，寻找“砍”优惠

之类的购物信息，趁着打折季、购物节
“薅羊毛”成为消费的小乐趣。

“精明”“性价比”仍然是这群年
轻人消费的底色。但是遇到自己所
爱的事物，他们也愿意“一掷千金”，
甚至愿意付出时间去等待定制产品。

“这个手办是我最近下单的，由
于下单量少，需要等待制作，也许要
等明年才能做好。”柯隽是一名动漫
迷，她最近刚下单购买的一款手办，
这款手办预计明年才能到货，虽然等
待时间漫长，但是她觉得很值得。

盲盒、球鞋、潮玩、手办、电竞……
这些“烧钱”又“烧时”的项目，消费主

力正是年轻人。他们愿意通过购买商
品消费来表达自我，突显个性。每一
代年轻人都有一代人所偏好的消费产
品，比如在手机产品上，“70后”偏爱摩
托罗拉、西门子等产品，“80 后”偏爱
OPPO、小米、苹果等产品，“90后”则更
喜欢锤子、华为……为所爱买单消费，
更像是为自己贴上社会群体归属和标
签的行为。

逐渐兴起的国潮消费现象，也是由
“Z世代”为主力的消费群体在背后支
撑。随着中国制造在全球崛起，李宁、
回力、花西子、完美日记、鸿星尔克、元
气森林等中国本土品牌更能赢得年轻
人的青睐。在今年的首届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上，大白兔与其他品牌跨界
合作的奶糖味香水，江小白酒业有限公
司带来的果味酒、梅见酒、三五挚友、驴
溪老坛等 IP系列品牌产品，都吸引了不
少年轻人的目光。

“现在的‘95 后’‘00 后’更偏爱
‘中国制造’。相比国际品牌，这些国
产品牌更懂得洞察和满足年轻需求，
更符合他们的个性表达。”新锐国产
饮品品牌元气森林副总裁宗昊认为，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让更多的中国年
轻人对中国产品有自信心，正是这样
的趋势，给新兴国产品牌带来许多新
的机会。

（海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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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品牌更懂得洞察和满足年轻需求

年轻消费者更偏爱“中国制造”

“Z世代”消费观察

从“快捷饱腹”到引领“健康时尚”

方便食品开始还原餐饮体验了方便食品开始还原餐饮体验了

越来越多充满创意与个性的新型消
费品类正出现在人们生活中。以盲盒、
手办、动漫周边等为代表的潮玩市场日
趋升温，成为“Z世代”年轻消费者争相
追捧的新经济。

所谓潮玩即潮流玩具的简称，是一
种融入艺术、设计、绘画、雕塑、动漫等多
元素理念并具有潮流属性的玩具。作为
以“Z世代”为消费主力的新兴行业，潮
玩市场近两年在国内异军突起，受到众
多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据艾媒咨询发布的中国潮玩行业报
告显示，2020年中国潮玩经济市场规模
达到294.8亿元，预计2021年将以30.4%
的增速升至384.3亿元。

目前，在国内各大城市的热门商圈
里，各种潮玩门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吸
引着大流量的同时，成交额也表现不
俗。全球潮玩集合品牌“头号玩家”
（TOP TOY）上海环球港店今年曾创下
单店单日营业额破100万元的纪录。

潮玩市场的火爆人气和高成交额，
也吸引着各路资本的关注。去年12月，
被称为“盲盒第一股”的泡泡玛特（POP
MART）在港股上市；今年9月，收藏玩具
品牌“52TOYS”完成 4亿元C轮融资，也
是今年潮玩行业迄今最大一笔融资，显
示出资本市场对潮玩行业的垂青。

“头号玩家”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孙
元文表示，“中国潮玩行业的兴盛，一方
面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大众
开始追求中国的文化认同，同时随着‘Z
世代’逐步成为消费主力，他们重塑了整

个市场的消费理念，让潮玩产业有了兴
盛的土壤；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中国供应
链体系的完备性和稳定性，让中国潮玩
产业链能够迸发，并培育出更多优秀的
潮玩 IP（知识产权）和产品。”

孙元文称，潮玩本身就是能够带给
年轻人情感满足和价值主张的一个桥
梁，链接了知识产权的内核和人的情
感。资本涌入、潮玩概念的推广与渠道
扩张，正在使潮玩从小众走向大众。国
内潮玩市场规模增长潜力巨大，将来会
出现一大批公司从事潮玩行业。

目前，中国潮玩行业占全球比例已

从 2017 年的 11.18%增长到 2020 年的
19.17%。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随着文
化产业逐渐发展、消费水平不断上升，消
费者对于文化娱乐产品的需求逐步增加
与升级，围绕影视、动漫、游戏等知识产
权的周边授权商品产业也正处于高速发
展中，中国潮玩行业必将借势发展。

在专家看来，中国潮玩市场正处于
快速成长期，未来，潮玩行业需要进一步
增强品类创新和用户拓展，在产品风格
创新上进一步细化，扶持更多原创品牌，
营销推广上要探索更多跨界合作等。

（新华社）

潮玩行业：重塑消费市场新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