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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车”里的零食多了

小麻花4天卖出15吨，共计200万根；小酥饼4天卖
出 10769 只；一家成立 8 年的零食品牌预计 2019 年营收
将突破 100 亿元……中国的零食行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爆发。

零食是与“主食”相对应的食品，长期以来并不属
于必需消费品。不过，近年来零食品类越来越丰富，坚
果炒货、蜜饯果干、膨化食品、肉干肉铺、糕饼点心、
糖果巧克力等可谓应有尽有，在“购物车”里的比重也
越来越大。《零食报告》 显示，在 2006—2016 年间，零
食行业总产值规模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从4240.36亿元增
长至 22156.4 亿元，增长幅度达 422.51%。相关测算显
示，到2020年零食行业总产值规模将接近3万亿元。按
行业分类来看，蔬菜、水果和坚果加工、肉制品及副产
品加工以及方便食品产值规模位列零食总体规模的前三
位，占比分别为26.5%、21.22%、18.01%。

“我喜欢巧克力、凤梨酥、洋芋片……中国的零食种
类简直太丰富了，我会在不同的场景里选择不同零食。
比如，工作的时候我会选择巧克力、饼干这种能填饱肚
子、补充能量的零食；在休闲放松的时候，会选择洋芋
片、可乐这种让大脑更多分泌多巴胺的零食。常买的牌
子有义美和卡拉姆久，国产品牌也买得比较多。”正在北
京读书的叶佳琦说。

网购发达，促使消费者不再是零星地买零食，而是
大包、批量购买。几天前，在河南工作的叶媛媛在三只
松鼠网络旗舰店买了一大箱的零食，有每日坚果、乳酸
菌口袋面包、水晶粽、牛肉粒、手撕鱿鱼等，种类很齐
全。叶媛媛说，以前她经常买一些膨化食品，现在买的
最多的就是坚果、酸奶和水果，有时候也会买点面包和
饼干，品种选择在变，不变的是吃零食的习惯。

专家表示，伴随着消费升级步伐加快，新兴零售渠
道快速兴起，零食行业发展步入快车道，成为未来快速
消费品市场中最具前景、最具活力的行业。目前，这一
行业已经孕育了不少知名品牌和上市公司，如“三只松鼠”

“百草味”“周黑鸭”“来伊份”等，未来空间很广阔。

零食越来越个性化

人们在挑选零食的时候都看重什么？又会在什么场
景下消费零食呢？

来自湖北的李嘉盼比较喜欢甜食，首先会注重口
感，同时挑选零食也会看重品牌。“压力大的时候，零食
特别能解压，可以瞬间将烦恼全部忘掉。但自己也不是
无节制地吃，会比较注意控制摄入的热量。”李嘉盼的观
点，代表了相当一批年轻人的声音。对健康、营养、品
牌的要求之外，零食的“颜值”也越来越受重视。“旺旺
这个牌子近几年一直在外包装上下功夫，旺仔牛奶还推
出了56个民族版的牛奶罐。谁都喜欢漂亮的东西，虽然
知道口感没有变化，但是光看瓶子就想拥有它。具体来

看，我一般会在刷剧的时候吃零食，各种感官都用上
了，是一种很愉悦的体验。”叶媛媛说。

商务部的 《零食报告》 显示，近几年，拥有“天
然”“无添加”“原产地”“一日型包装”等特质的零食在
市场上成长得更快。

采访中多人表示，在吃好正餐的同时，零食越来越
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消费者在食用休闲食品
过程中可以满足更多场景化的需求、获得更多情感上的
共鸣以及轻松娱乐的休闲体验。从各大电商零食产品供
应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品牌都将产品赋予人格化的特
征，契合人们心理状态。比如，鸡尾酒品牌RIO的微醺
系列打出了“一个人的小酒”口号，传递出个性、年
轻、独立的理念。再如，前不久58同城发布的一份《职
场人零食图鉴》调查显示，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办公
室吃零食文化发达，零食成为了拉近同事之间关系的

“重要利器”。市场上热销的“脏脏包”等“网红”零食
则体现了互联网时代潮流时尚无孔不入的特点。

“淘便宜”转向“要品质”

消费火热的背后，是消费升级以及零食企业和电商的
巨大机遇。“我经常在线下的便利店或者超市购买零食，因
为零食一般都是满足自己瞬间的体验感，需求比较迫切。
如果是常见、易得、大众化的零食，我一般在线下购买。而
如果是网红零食或者外国的零食，我会找代购或者在电商
平台购买。不过现在，零食屋这种线下体验店也越来越多
了，国外的产品也比较全。”在上海生活的褚翔宇说。

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6.5%，恩格尔系数降至 28.4%，比上年下降 0.9 个百分

点。分析人士表示，收入提高是零食业红火的重要支
撑。在生活水平提升的前提下，人们的零食消费拥有更
多选择空间，对商品的品质要求也不断提高，从原来的

“淘便宜”向“要品质”迈进。
多样化、多场景、高品质、高频次的消费诉求驱动

下，零食企业也在纷纷构建升级图谱。《零食报告》 显
示，这些升级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产业链升级，全方位接触顾客，准确定位自
己。目前不少企业正在进行全产业链、全品类的布局，
准确挖掘自身的经营优势，把握市场动向，根据顾客对
商品特性、购买渠道的要求及其变化不断作出改进。

二是品控升级，从源头到供应链的整体把控。很多
企业已经意识到，不仅要满足基本的安全卫生标准，还
要尽可能新鲜，既要有风味和口感，同时也要更加健
康、更有营养。

三是产品升级，从外表到内涵多维创新。坚持创
新、深耕产品，充分考虑顾客群体在消费场景、物流过
程、购买方式等多个维度的具体要求。

四是渠道升级，寻求与顾客需求贴合的“最佳界
面”。此外还有形象升级，将品牌推广与提升顾客体验相
结合。五是定位升级，在消费升级的梯度中找到适合自
己的位置。

不过，《零食报告》也指出，目前零食行业的发展存在
同质化竞争、企业盈利空间受限、“重营销宣传、轻产品
研发”、品牌国际化进程缓慢等短板。对此，专家认为，
政府应为国内零食行业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和政策监管环境；企业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打造生态闭
环、捕捉消费者需求变化，展开差异化经营、坚持深度
专业化和综合集成化双轮驱动发展，扎实提升零食产品
吸引力，同时借力跨境电商，推进品牌国际化。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对全国公共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和经营性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统
计显示，截至2018年底，
全国共有各类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 3.57 万家，同
比增长18.37％；行业从
业人员64.14万人，同比
增长 9.89％；全年营业
总收入 1.77 万亿元，同
比增长22.69％。

人力资源服务业
是现代服务业和生产
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2018年国务院颁
布实施《人力资源市场
暂行条例》，是中国人
力资源要素市场领域
第 一 部 行 政 法 规 。目
前，全国人力资源服务
业快速健康发展，为用
人单位和求职者提供
了高效优质的人力资
源服务，为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
力资源服务支撑。

统计显示，各类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共
设立固定招聘（交流）场
所 3.19 万个，同比增长
48.51％；建立人力资源
市场网站 1.33 万个，同
比 增 长 10.61％ 。2018
年，全国各类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举办现场招
聘会（交流会）23.48万
场，同比增长5.29％；现场
招聘会提供岗位招聘信
息 1.14 亿条，同比增长
9.37％；各类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通过网络发布
岗位招聘信息3.60亿条，
同比增长16.84％；通过网
络发布求职信息7.29亿
条，同比增长16.29％。总
的看，2018年人力资源
市场和人力资源服务业
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机构数量进一步
增长。截至2018年底，全
国共有各类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共计 3.57 万家，
比上一年增长5541家。
其中，公共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5180家，比上一
年减少79家；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30523家，比上一年增加
5620家。《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人力资
源市场建设，各地按照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的要求，进一步
放宽设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准入条件，大力发展人力资源
服务业，推动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数量较快增长。

行业规模进一步扩大。2018年行业全年营业总收入
达到 1.77万亿元，同比增长 22.69％，连续 3年保持 20％
以上的年增长率，这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趋势是
吻合的。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人力资
源服务新动能不断形成，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催生了
对人力资源服务的旺盛需求。

高端业态快速发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鼓励
并规范高端人力资源服务等业态发展，为提高人力资源
服务业发展水平创造了良好发展环境。2018年，高端业
态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全国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329
万家用人单位提供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同比增长
27.52%；举办培训班37万次，同比增长15.63％；高级人
才寻访 （猎头） 服务成功推荐选聘各类高级人才 168 万
人，同比增长29.23％。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大量需要各
类人才，从而人才培训、寻访、测评的业务快速发展。

人力资源市场配置能力进一步提升。2018年，各类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共帮助 2.28 亿人次实现就业择业和流
动，为3669万家次用人单位提供了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12.52％、15.02％，说明随着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建设不断
推进，人力资源服务业在促进就业创业和优化人力资源
配置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初夏，云南省腾冲市的猴桥口岸一
派繁忙热闹的景象。中缅国门两侧，排
成长龙的货运车辆有序出入境，国内的
建筑材料、生活日用品等源源不断运往
南亚、东南亚国家，又从国外运回香
蕉、菠萝、橡胶、大米等农产品。

据介绍，作为国家级一类口岸，猴
桥口岸新联检楼建成以后，通关便利化
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小型车1分钟就能
通过检测设备，个人3分钟就可办完通关
手续，从猴桥口岸进出的车流、人流日
益增长。今年1至4月，猴桥口岸进出口车
辆 8.9 万辆次，同比增 16.89%，货运值达
2.09亿美元，同比增106%，出入境24.86万
人次，同比增27.2%，各项数据均在云南省
陆路口岸前列。

通道兴则产业兴，猴桥口岸的畅通
影响着腾冲经济发展格局。农产品、翡
翠、琥珀的进口和基建材料、轻工业产
品的出口都得到了快速增长，并逐渐形

成产业集群。比如，在腾冲县城，建成了翡
翠、琥珀的综合批发市场，集批发、加工、
销售为一体，从业人员3万人，很多知名雕
刻大师和品牌珠宝商纷纷入驻，每 5 天进
行一次的“赶街日”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翡
翠、琥珀爱好者，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的交
易市场重塑着“中国翡翠第一城”和“中国
琥珀之城”的辉煌。

作为著名侨乡，云南腾冲边境线长
148.075 千米，是南方丝绸古道上的重
镇，也是中国通往南亚、东南亚国家的

重要门户。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

腾冲依托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聚焦发展
“大健康”、“大物流”产业，猴桥口岸迎来
了重要的发展机遇，焕发出勃勃生机，
2018年腾冲进出口总额突破25亿元。

“下一步，腾冲将会有更多的产业围
绕口岸进行布局，在中和片区，聚焦

‘大健康’产业发展，突出产城融合，以
唐风汉韵的风貌规划建设生物医药特色
园区，形成种植、研发、加工、销售为

一体的生物制药产业集群；在猴桥下街
片区，聚焦‘大物流’，规划建设以仓储
物流、转口加工、商贸服务为主的高品
质外向型产业和保税物流基地。”腾冲边
境经济合作区管委会副主任罗斌介绍说。

口岸的繁荣，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
时，也让边境群众享受到了实惠。猴桥
口岸旁的国门新村是一个傈僳族村寨，
有 800多人参加了边民互市和旅游服务，
人均年收入增加了 5000 余元。富起来的
傈僳族群众见证着村子的变化，道路越
来越平坦，路灯越来越明亮，绿化越来
越美好，每逢节日，傈僳族群众就在新
修的文化活动广场上载歌载舞……

“我们将依托猴桥口岸，规划建设南
亚风情小镇，实现边贸互市、小型仓储物
流、商品展销、边境旅游餐饮住宿等功
能。”谈及未来，猴桥镇猴桥社区党总支
书记、国门新村的致富带头人蔡文辉充
满了信心。

零食作为正餐的补充，有升级为“第四餐”的趋势——

2万多亿元零食怎么吃出来的
王 峥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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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零食”，很多人觉得
只 是 消 遣 和 补 充 ， 没 “ 存 在
感”。然而，前不久商务部发布
的《消费升级背景下零食行业发
展报告》（以下简称 《零食报
告》）显示，中国目前零食行业
年总产值已达到22156.4亿元。

2万多亿元是什么概念？这
一数据接近辽宁省的年 GDP，超
过全国约一半的省 （市区）。零
食作为正餐的补充，已慢慢升级
为一日中的“第四餐”。人们消
费着各式各样的零食，零食也满
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零食业快
速发展背后有什么逻辑？

“一带一路”建设给侨乡腾冲带来发展新机遇——

猴桥口岸货车忙
李维杰

▲北京华联商厦
望京店，消费者正在
挑选零食。

王 峥摄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琥
珀街道市场监管科所的工作人
员来到辖区校园周边的零食商
店，检查商家进货票据、抽查各
类小零食的外包装。

陈三虎摄 （人民视觉）

初夏的
““熊熊猫猫幼儿园幼儿园””

位于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国大熊猫保护
研究中心通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攻克了圈养大熊猫人工
繁育的种种难题，创建了世界最大的人工大熊猫圈养种
群。图为该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熊猫幼儿园”
一角。 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