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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记者张辛欣)从大白兔奶糖
唇膏、回力球鞋到故宫日历、改良旗袍……近年来，以新制
造为代表的新国货频频刷屏，一股浓浓的“国潮”风在当下
流行开来。

究竟什么是“国潮”？看似平常的国货是如何引爆潮流
的？记者对此进行调查。

有一种潮流叫“新国货”

无纸化生活早已盛行的今天，一支签字笔也能引领时尚？
当文具遇上国粹，产生的“化学反应”正颠覆很多人的想象。

此前，晨光文具与京剧“联姻”，将生旦净末丑的扮相绘
于文具之上，瞬间火爆市场。而因文创的融入，晨光把看似
几块钱的小买卖做成了年营收 80 余亿元的大生意。

一支笔的蜕变，折射了国货的“复兴”。
回力小白鞋“踏上”国际时装周、非遗刺绣的卫衣“变

身”街头流行……融入文化内涵、接轨世界潮流的新国货给
人以新感觉。买国货、用国货、晒国货，在很多年轻人的生活
中流行。去年“双 11”当天，天猫平台上 237 个成交额破亿
元品牌中，国货品牌占比过半。

“让年轻人喜欢是国货转变最明显特征，也是‘国潮’兴
起的关键。”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主席张庆辉说，以 90 后为
主体的“国潮青年”正成为新国货的消费主力。

国货不仅“潮”在产品，更“潮”在走进生活的方式。体验
式消费、网红“带货”、短视频传播等都加速国货走进年轻人
的视野。

抖音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4 月，国货品牌内容量增长
807%，传播量同比增长 188%，其中，小米、王老吉等诸多
国货品牌与抖音联合推出“快闪店”“挑战赛”等形式，拉近
了与用户距离。

“国潮”的背后是供给的创新。一系列为满足年轻人对
品质、文化、个性等需求的创新，正推动国货不断焕发新的
神采。

有一种创新叫“新制造”

把国货变“潮”的，是全新的制造。当前，我国已进入了

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优质品牌的新阶段。曾是“世界
工厂”的中国制造，逐渐引领起世界风尚。

“新制造”首先新在创意。
月光白的底色配上一朵朵京绣的月季花，传统的图案

重新设计提升，呈现在西式手包、名片夹、化妆镜等载体上，
便成了“母亲节”的爆款。

“用年轻化的语言对非遗进行解码，就会让人耳目一
新。”制作方融今文化创始人殷丽莉说，当前，立足于传统文
化，融入了现代生活美学价值的产品愈发走俏。

创造，是注入了新理念、新文化与新思想的制造。今天，
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需求和消费能力叠加。在商品之上，人
们期待更多彰显文化底蕴、生活理念、美学价值的产业表
达。通过融合创造，向消费者传递“美”的认知、生活的体悟
是当下很多品牌的转型之道。

“新制造”也新在科技。
外观像咖啡机，打开却是电饭煲。不久前，小家电品牌

九阳在伦敦发布的蒸汽饭煲颠覆传统的内胆导热，纯蒸汽
加热不仅无涂层，更最大限度还原食材本身的味道，实现蒸

饭、做菜“一键操作”。
不用手洗的无人豆浆机、智能配菜的炒菜机器人、可远

程调控的智能冰箱……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产品，几乎都
在进行着智能革命。

“软件正在定义生活。”工信部信息中心副主任李德文
说，当前，不少带有“黑科技”的“新制造”为年轻人追捧。信息
技术广泛应用到传统制造当中，不断开拓市场空间。被科技、
文化等赋能的“新制造”，也不断释放潜力和吸引力。这是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体现。

有一种趋势叫新融合

国货不再只是单一的产品，制造将不局限于造物本身。
融合，成为“国潮”发展的重要趋势。

今天，也许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国货。打破原有的产品界
线，国货在跨界中“玩”出新意。

老干妈辣酱“印上”卫衣、泸州老窖推出香水……引爆
市场的国货中，不少是从跨界中“求新”。

围绕主业不断延伸，国货把路走宽、把品牌打响。比
如，在服装领域，不少品牌开起了书店、咖啡屋、艺术
馆，把视角扩展到生活，让消费者找到衣服之外的更多认
同感。

今天，也许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制造。打破传统的模式，
制造本身也在与消费、服务加速融合。

服装品牌爱慕在工厂开设工坊，以体验非遗刺绣为主
的工业旅游逐渐兴起；以陶溪川为抓手打造创客空间，景德
镇将自身变为一个文化“IP”……把工厂“搬进”市场，生产
制造也成为时下流行的“消费品”。

近日，阿里巴巴发布新国货计划，协助全国 1000 个产
业集群全面数字化升级，全面扶持创意特色商家、老字号品
牌。苏宁则推出“拼品牌”计划，将用大数据、云制造等孵化
万家中小品牌。越来越多的渠道方融入，共享共创加速“国
潮”的推及。

“只要是中国创造、创新的产品就是新国货。只要是打
动消费者的供给，就是新制造。”张庆辉说，未来，产品、产业
边界都将改变，不变的是所有创新都将更加聚焦市场、聚焦
不断升级的需求。

新国货时代，你赶上潮流了吗
解码“国潮”中的新制造

新华社济南 5 月 26 日电(记者张志龙、滕军伟)苹果
12 元/斤、葡萄 30 元/斤、荔枝 16 元/斤……近期，不少水
果价格高涨。水果价格缘何涨个不停？后续水果价格还会继
续维持在高位吗？记者到销售市场、水果产地进行了调查。

水果价格高涨 高端水果论个卖

“4 个苹果 30 多元，这个价格实在是很高啊。”山东省
淄博市市民李刚告诉记者，最近苹果、梨等水果价格太高
了。“原来买都不怎么看价格，几十元钱就搞定了。现在随便
买两样都 100 多元。”

红富士苹果 12 . 8 元/斤、荔枝 16 . 8 元/斤、黄金梨
8 . 98 元/斤、新上市的樱桃 29 . 8 元/斤……记者在淄博市
新村西路一家全国连锁品牌水果超市看到，水果价格大多
处于高位。店员告诉记者，去年红富士苹果 6 元/斤至 7 元/
斤，梨也就 5 元/斤，今年价格普涨三四成以上。

记者了解到，水果价格上涨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
市表现尤甚。在这些大城市的超市，由于水果价格较高，一
些相对高端的水果甚至开始论个卖。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4 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
涨 2 . 5%，其中，鲜果价格上涨 11 . 9%，影响 CPI 上涨约
0 . 22%。

卓创资讯农业分析师杨军说，当前水果的价格总体处
于高位，是众多因素共同导致的。一方面是因为北方的库存
水果库存量不足，主要是指苹果、梨一类水果的存储量明显
低于往年同期；二是因为南方新产水果减产，荔枝、龙眼等
水果供应量也有所减少。三就是进口水果的影响，一些高端
水果、进口水果在居民水果消费中占比越来越高。

极端天气导致水果减产 多因素拉高

水果价格

山东栖霞是苹果传统种植区。栖霞市观里镇辛庄村村
民史本鹏是一家苹果生产销售合作社的理事长，合作社共
经营了 800 亩苹果。

“去年合作社减产 30%，往年一亩地产出果子在 5000
斤到 8000斤，去年也就 3500斤到 6500斤。”史本鹏说，当
地整体大形势都是如此，有部分产量少是因为品种改良还
没到盛果期，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去年春季的极端天气影响。

“4 月份苹果开花的时候来了一次‘倒春寒’，影响了坐
果率，后来又遇到冰雹等极端天气，影响了苹果收成。”史本
鹏说。

记者了解到，我国苹果主要产区的山东、陕西等地，由
于去年受极端天气等因素的影响，总体减产在三成左右，导
致存储数量总体不足，供应不足推高了价格。

此外，近年来水果销售方式的转变，线上线下结合的方
式增加了果农的议价权。蓬莱市小门家镇接家沟村第一书
记王鸿飞说，村里产业主要是种植红富士苹果，还成立了尚
果果蔬专业种植合作社，目前销售是线上线下结合。

王鸿飞认为，电商平台下沉，为链接农产品和消费端提
供了更多便利条件，多元化的销售渠道使得果农拥有了更
多销售选择和一定程度上的议价权。“原来中间环节为主
导，现在农民也开始以市场为导向，哪个地方市场好，就把
果运到哪去，电商平台的作用不可忽视。”王鸿飞说。

烟台、淄博一些水果批发商告诉记者，水果大面积减产
导致库存量也相应变少。以苹果为例，苹果在秋季收获后冷

风库可保存至次年 6 月份，气调库可存到秋季新苹果上市。
“一些炒货的游资看到苹果库存量少时，就会介入囤货，从
而进一步拉高水果批发价格。”一位批发商告诉记者。

水果替代性强 价格持续高位难维持

针对水果价格高涨，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近
日表示，季节性的短期冲击不具有持续性，鲜果价格不会
持续在一个高位。

杨军认为，水果是生鲜产品，本质上还是受到市场供求
关系影响较大，供应充足价格就要下降；供应不足价格很快
上涨。“但水果的替代作用非常强，建议果农和收购商理性
对待减产，不要出现过分惜售或者高价大量囤货的行为。”

杨军说， 5 月 17 日至 23 日这一周，山东地区苹果价
格上涨迅猛，价格变动幅度较大，每天价格均有不同程度
变动。“从上周开始，产地冷库惜售情绪更加浓重，客商
采购困难，主流成交价格大幅上行。”

一些专家表示，基于水果的产品特性，过分惜售或者高
价囤货也伴随着较高的风险。随着夏季到来，西瓜、甜瓜等
应季水果陆续上市后，水果价格将会在这些水果价格的带
动下，有所下降。

烟台苹果协会会长姜中武也认为，预计苹果等水果短
期内还将维持高价位，“但到了 8 月、9 月份，新苹果下来
后，这个周期就过去了。”

杨军说，在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消费者的消
费理念也有变化，对一些高端水果、进口水果的接受度也
在慢慢提高。“这也在倒逼国内果品种植行业的转型升
级。”

今年水果价格为啥“唱高调”，还能唱多久？
水果涨价产地追踪

新华社重庆电(记者栗建昌、何宗渝、黄
兴)云从科技“人脸识别”技术打破多项世界
纪录，猪八戒网跻身全球领先的人才共享平
台，誉存科技在大数据金融风控领域市场份
额遥遥领先……近年来，一批大数据智能化
行业领先企业在重庆应势而生，成为当地经
济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领头雁”。

2017 年底以来，重庆大力实施以大数据
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明确了打造智能产业集群、推进智能制
造、拓展智能化应用“三位一体”的发展路径，
蹄疾步稳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

以“智能化”赋能传统产业

作为一座以工业立市的城市，改造提升
传统产业是重庆寻求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绕不
开的命题。借力大数据智能化，成为重庆产业
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

汽车是重庆的核心支柱产业，一批重庆
汽车厂商凭借在智能化领域的持续投入，重
庆汽车产业在智能化领域的优势正逐渐凸
显。以长安汽车为例，其与腾讯公司合作开发
的车载智能系统已应用于量产车型，相关产
品上市后迅速热销；投资 43 亿元的长安汽车
全球研发中心日前投入使用，其涵盖的 180
余个实验室中，相当一部分将聚焦智能技术
研发。

为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升级，去年
底重庆出台《重庆市发展智能制造实施方
案》，计划将在 2020 年底前推动 2500 家企业
实施智能化改造，建设 5 个具备国内较强竞
争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20 个智能工厂和
200 个数字化车间，实现 68% 以上的规上工
业企业迈入数字化制造阶段。

据重庆市经信委介绍，截至 2018 年底，
重庆已实施 203项智能化改造项目，这些示
范项目建成后生产效率平均提升 67 . 3%，运
营成本平均降低 19 . 8%，单位生产能耗平均
降低 17 . 3%。

以“智能化”打造高端产业集群

2018 年 12 月 29 日，全球低轨卫星移动
通信与空间互联网系统“鸿雁星座”首颗试验
卫星“重庆号”成功发射。该项目总部位于重
庆两江新区，首期投资 200 亿元，后期将带动
上下游上千亿元的产值规模。

2017 年底，重庆提出实施以大数据智能
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结
合自身产业基础确定了大数据、人工智能、集
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等 12 个智能产业重点
发展领域，着力打造高端产业集群。一年多
来，类似“鸿雁星座”这样的投资大、产出高、
带动力强的大数据智能化项目纷至沓来，一
大批本土大数据智能化企业快速崛起，有力
牵引了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电子产业为例，“缺芯少屏”之痛一直制约着产业发展质量的
提升。2018 年底，京东方在重庆投建的第六代柔性显示生产线开工
建设，项目投资高达 465 亿元，主要生产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汽车
等所需的柔性显示屏。

同时，重庆还瞄准“芯片”这一核心部件持续发力，“外引内育”
“补链成群”，目前已集聚集成电路相关企业 20 多家，预计 2022 年产
业规模将突破 1000 亿元。目前正在建设的重庆紫光“芯云”产业城，
计划将投资 600 亿元建设工业 4 . 0智能工厂、集成电路总部基地、
高端芯片制造基地等项目，建成投产后不仅将弥补重庆在高端芯片
领域的短板，还将有力带动下游智能应用领域的发展。

以“智能化”塑造产业新格局

继腾讯云工业互联网智能超算中心、阿里飞象工业互联网平台
之后，智能云科工业互联网平台日前签约落地重庆，将为重庆制造企
业提供上云上平台等服务，助力其实现自动化、小批量、个性化生产。

记者采访了解到，随着一批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提升示范项目
的实施，以及一大批大数据智能化企业的兴起，重庆产业格局正迎来
可喜变化——— 2018 年重庆智能产业产值达 4640 亿元、同比增长
19 . 2%；今年重庆将重点推动集成电路、液晶面板、智能终端等领域
项目建设，力争全年产值突破 5800 亿元。

重庆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重庆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8%，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6 . 8%，成为拉动工业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目前重庆已有大数据智能化产业企业数千家，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超过 1000 家。

重庆驰骋轻型汽车部件公司近期通过开展智能化改造，生产效
率和产品品质明显提升，传统焊接工序中的污染问题也一并解决了。
“通过智能化改造，相信今年我们在市场中会有更好的表现。”该公司
董事长戚守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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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 5 月 27 日电(记者薛天)27 日，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市场监管部门通报“女奔驰车主维权事件”中汽车销售企业涉嫌违法
案件调查处理结果。西安利之星汽车有限公司存在有销售不符合保障
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商品，夸大、隐瞒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信
息误导消费者的两项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合计 100 万元罚款。

据了解，关于女车主购买的轿车发动机漏机油问题。据法定鉴定
机构鉴定：1、该车发动机缸体右侧因破损并漏油。该车发动机在装
配过程中将机油防溅板固定螺栓遗落在发动机内，发动机高速运转
过程中，其第二缸连杆大头撞击该遗落的螺栓，使该螺栓击破缸体。
2、该车发动机无更换、维修历史。3、该车发动机存在装配质量缺陷，
属于产品质量问题。

监管部门表示，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
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
求。据调查和委托鉴定意见，西安利之星公司销售给女车主的轿车存
在质量问题，虽然不存在主观故意，但仍然违反了法律规定，侵害了消
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权，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
第(一)项所指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要求的情形，市场监管部门依据该法有关规定，处以罚款 50万元。

另据调查，西安利之星公司在售车过程中，隐瞒有关信息误导
消费者与陕西元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署垫款服务协议并支付服务
费，从中获取了收益。该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
权，违反了《陕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三十三条(十二)项所
称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得夸大、隐瞒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
务的数量、质量、性能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信息误导消费
者的禁止性规定，市场监管部门依据该条例有关规定，处以罚款 50
万元。

以上两项处罚合计罚款 100 万元，收缴国库。
此外，相关执法部门对陕西元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涉嫌侵害消

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已另案查处。对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涉嫌销售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产品的行为，根据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之规定，已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

西安奔驰利之星被罚 100 万元

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记者高亢)为落实国家网络
提速降费政策，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确保实实在在降费、让
广大群众明明白白消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于
近期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惠民惠企“提速降费”新举措。

中国电信针对用户担心产生高额套外流量费的情况，
从 2019 年起全面下调套餐外流量资费至不超过 0 . 03 元/
MB，套外流量资费降幅最高达到 90%；5 月起，全面下调
互联网专线标准资费 15%，并为中小企业免费提升网速；
推出“地板价”新套餐。

5 月起，中国移动推出“查网龄送流量”活动，通过查网
龄用户最多可获赠 30G 流量，截至目前这项活动已惠及
1 . 2 亿户用户。同时，中国移动在今年初以来，设立全网升
级投诉中心，推出了“10080”服务质量监督热线，可更及
时、精准处理消费者投诉。

近期，中国联通在推出崭新优惠假日流量包、下调港
澳台地区数据漫游资费的同时，还推出了“异地补换卡”“统
一查询”“亲情付”等异地服务，以方便用户异地办理通信业
务，进一步提升群众通信消费体验。

三 大 运 营 商 再 推

“提速降费”新举措

工信部：

未收到青年汽车公司
“水氢能源车”准入申请
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记者张辛欣)记者 27 日从工

信部获悉，工信部没有收到有关青年汽车公司“水氢能源
车”的产品准入申请，该车型未获得产品公告，不能生产销
售和上路行驶。同时，该车型也没有申报新能源汽车补贴。

把家乡变成

“蚕海桑田”

▲ 5 月 27 日，在毕节市大方县东关乡合中村，李先义（中）给村民传
授喂蚕技巧。

今年 41 岁的李先义是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东关乡合中村村民。
2017 年，在外务工的李先义决定回乡创业。经过多方考察取经，李先义决
定因地制宜，发展种桑养蚕产业。如今，他种植的桑苗面积达 1500 余亩，
建有蚕房约 3800 平方米。此外，李先义还通过种桑养蚕基地吸纳当地村
民就业，带动村民增产增收。 新华社发（罗大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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