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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后”最喜欢哪些品牌？中国消
费者最喜欢哪些品牌？如今，围绕这些
问题，各类调查结果都显示了一个新的
趋势——国产品牌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
任和好感度。从智能手机到白色家电，
从洗护产品到穿戴品牌，从高铁“名
片”到移动支付……现实中，国产品牌
和中国制造正慢慢回归中国人的消费选
择；网络上，“新国货崛起”这个词汇
亦徐徐升温。特别是，中国的年轻消费
者，正寄予国产品牌越来越大的信心和
期待。

过时的“崇洋”印象

“国产产品经济实惠，而且很耐
用。这几年，不少产品更加注重用户
体 验 ， 赢 得 了 不 少 忠 实 粉 丝 。”“95
后”卢浩文是一名机械工程师，同时
也是国产品牌的青睐者。他随手列了
一串自己的品牌选择：小米的手机、
美的的风扇、海尔的电视、得力的文
具……

对国产品牌更加青睐，卢浩文并不
是少数。近日，瑞士信贷公布 2018 年
新兴市场消费者调查报告。结果显示，
87.4%的中国消费者更喜欢购买国内品
牌的家电，18 岁到 29 岁的消费人群更
是如此，在该年龄段 90.7%的消费者表

示更喜欢购买国内品牌的产品。
科尔尼咨询管理公司此前发布的报

告也显示，71%的中国互联网用户对国
产主要品牌的信任度正在逐渐提升，当
然，这其中 57%的中国网民还是更加信
任海外品牌。不过，相较之下，中国年
轻人对本土品牌的认可度更高。

不少调查发现，对中国消费者而
言，国外品牌就是好的那种印象已经过
时。“最主要的原因是国产品牌的质
量、设计能力和科技含量提升，满足了
消费结构升级中消费者对高品质的需
求。”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
部主任赵萍向本报分析，以前大家认为
国外的产品质量更好，但近年来国内产
品不断提升质量，在这个前提下，价格
又相对较低，更加物有所值。此外，国
产品牌定位更加精准化，能够很好地满
足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也就更
能够找到目标市场。

自信的年轻消费者

“我慢慢能够分辨某一产品的好
坏，觉得国外品牌并没有代购所说的那
么好。”“95后”在校大学生吴银燕举了
化妆护肤类产品的例子。她说，国产品
牌中不乏性价比极高，使用感受很好的
产品。而且很多品牌已经开始注重自行
设计包装形成品牌特色，不再一味抄袭
国外知名品牌设计。

“我们很惊喜地看到了一代更加自
信的消费者的崛起”，瑞士信贷中国消
费者研究主管查理·陈认为，中国年轻
一代消费者觉得中国产品很好，“中国
制造”一点也不差。

科尔尼中国消费和零售部门主管兼
合伙人何晓晴也认为，“中国消费者，
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于本土品牌接受度越

来越高，这是中国本土品牌崛起的一个
信号。”

在新兴市场中，年轻的消费者被认
为 将 会 起 到 更 关 键 的 作 用 。 有 分 析
称，在未来 10 到 20 年的时间里，出生
于数字时代的中国年轻人将成为最大
的消费群体。在成长阶段，他们越来
越倾向于在休闲、旅游上花钱，以提
高生活品质，同时更加注重产品带来
的实际体验。

“身边越来越多人开始使用国产品
牌，各大消费类公众号经常推出‘国货
啥值得买’‘我最爱用的国货’等，都
让我觉得国产品牌在崛起。”吴银燕
说，她对于国产品牌发展持乐观态度，
如果未来更注重品质，再加上适当宣
传，国产产品会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崛起的本土制造

十几年前，提到国产产品，人们脑
中浮现的往往是“质差价廉”等特点。
但经过数十年发展，国产品牌正摆脱这
样的固有印象。凭借“好用、好看却不
贵”等特点，各领域的国产品牌不时带
给人们惊喜。

在国内市场上，“黑马”不时涌现。
万紫千红润肤脂、谢馥春鸭蛋香粉、百
雀羚凡士林润肤霜、宫灯杏仁蜜……以
美妆产品为例，在国际美妆大牌盘踞各
大商城之时，“祖母级”国货老品牌化
妆品又重返大众视线。“双 11”期间，
不少品牌取得不错的“战绩”。

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品牌亦陆续获
得一席之地。在印度，小米成为去年四
季度第一大手机品牌；在北美，大疆占
据无人机市场的半壁江山；中国中车占
全球市场份额保持在 30%以上；海尔产
品遍布海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当前国产品牌正进入快速成长
期。”在赵萍看来，国产品牌一个特点
就是新品牌数量增加，这些品牌专注
细 分 市 场 ， 采 用 大 数 据 精 准 定 位 营
销，呈现创新驱动的特点。虽然市场
份额不一定高，但在目标消费者中拥
有良好的口碑。此外，国产品牌的知
识产权意识比以往更强，专利数量不
断增加；更加呈现年轻化特点；更加
注重互联网营销等。

国产品牌的崛起，也意味着更多的
消费者福利。“国产品牌和国外品牌形
成良性竞争，将促使企业推出更好的产
品。”卢浩文说，消费者的选择是最明
智的，国产越来越强，当然会赢得越来
越多中国消费者。

迷信“国外的就好”少了，讨论“国货啥值得买”多了

国产品牌更招年轻人爱
李 婕 郑倩雯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时节，记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东农村采访时看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生产方
式已然改变，多元发展热潮让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经济发
展、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城郊农民在家门口就业

春耕春种，不少地方农民紧张劳作，但在位于桂东的苍
梧县旺甫镇鹤洞村，却是小桥流水般的安静闲适。

“附近有公司发展花卉苗木产业，很多农户把田地流转出
去了。”村民莫振明说。在旺甫镇，一个上万亩大型花卉苗木
基地正在建设。2015年鹤洞村实施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之后，全村约5000亩土地已经流转出去。

“只要身体允许、自己想做，家门口就有大把就业机会。”莫
振明告诉记者，五六十岁的人也可以就近到花卉基地做工，村
里还有100多人进城搞绿化。

梧州市长洲区长洲镇泗洲村地处城郊结合部，以前当
地农民以种粮、种菜为主。泗洲村党总支书记覃建良说，
当初建设长洲水利枢纽需要征用土地，很多农民担心因此
丢了饭碗。

“这也‘逼’着我们想办法、找出路，现在很多村民在不
同地方上班、经商。”覃建良告诉记者，村里100多人在长洲
枢纽从事保洁、保安等工作，另有 100 多人在跑船。村里还
引进10多家企业。

去年泗洲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 1.3 万元，全村 1056 户
已经有 700 多户在梧州市区买房。“家在泗洲村，身份还是
农民，不过跟城里生活没多大差别。”

“农民股东”抱团发展

在地处深山的长洲区倒水镇旭村，东方美人茶示范区的
梯田里，村民们开始采摘新茶。

2013年该村青年廖天林返乡创业，发动村民利用闲置山
地种植东方美人茶时，村民们顾虑重重。

廖天林组建合作社，各小组和村民拿林地资源入股。“别
人每亩给 80元租金，我就给 100元的保底价，目的是要打消
他们的顾虑。”

村民廖荣明说，农民入股后真正成为合作社的一员。步
入正轨的第一年，平均每户就从合作社分红3000元，效益超
过一家一户种植。如今，合作社茶园已扩展到1000多亩。

长洲区政协副主席陆建敏认为，相比以往土地流转给企
业，由企业自主经营的方式，农民以自己承包的山林、土地
等资产入股合作社，跟合作社利益捆绑在一起，发展的能量
更足，农民的利益更有保障。

位于城郊结合部的龙新村在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
中尝到了甜头。2015 年村里将核定的集体留用地、集体资
金、物业等共2.3亿元经营性净资产，全部股份量化配置到成
员个人，由合作社牵头搞市场化开发。

龙新村党委书记潘锦松透露，龙新村第十一组合作社投
资建设农贸市场、商贸大楼等用于出租，年收入达230多万元，
人均分红近 4000 元。各村组集体还投入六七十万元用于农家
书屋、广场和慰问贫困户、老年人等公共事业。

一二三产业相辅相成

夕阳西下，天长水阔，长洲枢纽库区泗洲岛上郁郁葱
葱。泗洲岛迎来新一轮旅游旺季。

泗洲岛是泗洲村发展旅游的黄金资源。2015年底，泗洲
村以每位村民配置 1份物业股的方式，将 5800多万元集体经
营性资产量化配置到人，进而成立股份合作社发展旅游。

短短数年，岛上有了观景平台、游艇码头、文化广场，
30 亩荒山改造成了采摘园，农家乐、民俗客栈等迅速兴起。
2017年，当地举办“下俚文化节”“三月三”歌圩节等活动，
吸引游客20多万人次。

覃建良告诉记者，受旅游业带动，全村有两三百人在家门
口创业就业。

（据新华社电）

本报电（瑞安） 近日，国家电网温州供电公司
与温州市政府大数据中心的政务数据网络对接成
功，全市非政府部门及浙江省电力系统内率先实现
办理业务“一证通”。用电客户凭一张身份证就可在
营业厅办理所有电力公共服务业务。

据国家电网温州供电公司信通分公司团支部书
记陆绍彬介绍，今年信通专业部门积极通过信息化
来提升企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这次“一证通”的
实施，打破信息孤岛，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
实现数据共享，让数据代替人跑路，方便群众的用
电办理。

温州实现用电“一证通”

桂东农村：

农民做股东 工资加分红
刘 伟 张周来 胡佳丽

2018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中国
智造”成为全场一大亮点。图为大会
上拍摄的中兴类5G手机。

新华社记者 郭求达摄

新 闻
现 象

日前，第十三届中国湿地生态旅游节暨 2018年
中国泰州姜堰溱潼会船节在江苏泰州开幕，数万名
中外嘉宾、游客共赏湿地风情。

图为姜堰溱潼会船节现场。
姚雪青 张则鸣摄

“溱潼会船”显湿地风情

日前，南开大学“芳华梨园 春咏南开”第二届梨园
春会在该校津南校区梨树园举行。现场设置了诗朗诵、
飞花令、戏曲、猜谜、投壶等传统文化体验项目，吸引众
多师生及市民前来欣赏梨花美景、体验学府文化。

图为一名学生在南开大学梨园春会上弹琴。
史淞予摄 （新华社发）

南开大学办梨园春会南开大学办梨园春会

清明前后，陕西省汉中市广袤的田野上，青山绿水花金黄。这看似自然应季而
来的风光，实则是汉中人精心筹划，深耕细作，以“花海经济”助力乡村旅游与振
兴的“美丽”成果。近年来，当地政府鼓励农民适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在一定区
域打造观花旅游产业，并在设立吃、住、购、停车、厕所等相应的旅游设施和服
务，帮助农民增收。

上图为在汉中市宁强县青木川镇樱花巷，来自甘肃省天水市的游客拾起地下的
樱花瓣抛向天空。

下图为一列动车通过汉中市南郑区新集镇油菜花海。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花海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春分时节，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马堤乡的茶田进
入采摘期。图为在该乡怒丹茶园，茶农采摘春茶。

潘志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