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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年货季，
各地水果来拜年
■ 本报记者 曲晓丽
车 厘 子 、草 莓 、苹 果 、砂 糖 橘 、沃
柑……买吉祥果，过吉祥年。过年过节
买上一箱红彤彤的水果，既健康，寓意
又好，带上走亲访友很是热闹。元旦前
夕，北京隆源顺达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海申就来到江苏省徐州市采购草莓，
这也意味着他的水果年货采购季正式
开启。
“元旦前后已经算是水果的年货
季 了 ，这 期 间 送 礼、集 体 采 购 的 多 一
些。”他说。目前他经销的草莓、砂糖
橘、火龙果都是颇受年货市场欢迎的
品 类 ，其 中 火 龙 果 是 从 越 南 进 口 的 。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砂糖橘、草莓基
本是产地收购期，随时入库，每天发车
运往北京。”
除了国内地方特色农产品外，在水
果年货市场，高品质、高颜值的“舶来
品”渐渐成为消费者的“心头好”，如智
利车厘子等。爱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琨对国际商报记者表示，这几

年年货市场比较受欢迎的水果有车厘
子、国产草莓、阿克苏苹果、砂糖橘、沃
柑、赣南脐橙等品类。
据他介绍，按照传统，水果年货季
通常从 1 月初开始并且会持续一个半
月左右的时间。但是根据一些水果的
特有属性，例如苹果耐储存，商家备货
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由于对接的主要是线上渠道，王琨
表示，公司 2020 年 12 月的销售量上涨
明显，同比增长了大约 20%，除了元旦
假期的助推作用，线上平台在年底为拉
动业绩也更青睐用车厘子这种客单价
高的单品进行相关的促销活动。
以年货市场最火热的车厘子为例，
受疫情、物流等因素影响，12 月早期其
价格比去年同期高 30%左右。在他看
来，车厘子备受年货市场宠爱，不仅因
为其定位高端，而且因为进口车厘子与
中国产樱桃是反季节产品，正好在中国
春节期间上市。
“12 月中后期，车厘子价格逐渐下
滑，低于去年同期。目前，我们的批发

价是 5 公斤 320 元，而去年同期大概在
380~400 元左右。”1 月 12 日，王琨对国
际商报记者表示，
“随着春节的到来，各
大电商的年货节开启，车厘子价格有上
涨趋势”
。
与车厘子相似的是，国产猕猴桃也
因进口佳沛奇异果的退市在年货季有
了更多的市场机遇。据介绍，新西兰佳
沛奇异果的上市时间大约是每年 4 月，
11 月左右下市，而国内贵阳等地的猕猴
桃九十月份刚进入采摘季，正好满足年
货季的市场需求。
针对年货消费市场，水果经销商在
不遗余力拓展传播渠道外，也开始试水
跨界品牌营销。除了智利车厘子外，今
年都乐与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联合推出
了都乐苹果、都乐羊脂秋香梨两款定制
款新春水果礼盒，以满足消费者春节送
礼的需求。据介绍，这两款礼盒在设计
上将中式窗花与迪士尼米奇、米妮、唐
老鸭等形象进行融合，以新潮方式演绎
中式经典。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比去年

的销量稳中有升。经过去年年初的这
波疫情，消费者更加注重健康，关注食
品安全及营养均衡，这一点在蓝莓这个
品项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今年市场对
于蓝莓的需求量明显提升。”都乐相关
负责人表示。
对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来说，在线
上采购年货已经成为了习惯。 线上下
单、线下送货的便利让不少人懒于去线
下超市，经销商的销售数据也见证了这
一趋势。由于对接的主要是线下超市、
菜市场等渠道，王海申表示，
“与去年相
比 ，今 年 的 经 营 状 况 估 计 下 降 40% ~
50%左右”
。
谈及年货季水果的价格走势，王海
申认为，2020 年 12 月底砂糖橘的收购
价格较低，大概在 1.6~1.7 元/斤。通常
情况下，砂糖橘的销售周期约是两个
月，这就意味着春节期间砂糖橘已经进
入销售晚期，市场供应量将减少而需求
上涨，价格必然走高。草莓的销售周期
更长，过年期间将供应充足，但是随着
需求上涨价格也将上涨。

高低有道，进口车厘子价格拉得很开
■ 本报记者 李子晨
“以往水果超市车厘子都是大几十
元一斤的价格，多一个 J 就多几十元，真
是吃不起。但上周末去超市发现，车厘
子一斤不到 30 元，立即就搬了一箱放
进推车。结账时，发现车厘子几乎成了
标配，每个购物车都有。
”
“小伙伴们快去平台看，车厘子价
格跳水啦，我刚买了 5 斤 3J 级别的，才
不到 300 元，比去年买时一斤便宜了十
好几块。但感觉还会降价，能否保价
啊！”
……
在这个岁末年初，
“水果贵族”车厘
子再度登场时，不少消费者发现自己的
“车厘子自由”
悄然实现了。
“ 同 样 的 品 质 ，今 年
的车厘子价格每箱比去
年便宜了 50 元左
右 ，可 以 说 是 最
近七八年来的

最低价了。”有水果批发商介绍道，产地
丰收、供给提升是目前车厘子价格走低
的一大原因。
据智利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娜塔
介绍，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智利车
厘子进口国，占其全球销量的 90%以
上。2020~2021 产季车厘子实现大丰
收，预计今年出口量将增加 30%，将有
50 万吨左右的车厘子进入中国市场，这
些增量也将更多被中国市场所消化。
批发环节的价格下探也传导到了
零售终端。目前在各大商超和平台车
厘子都已站上 C 位。
“从元旦开始，智利
海运船开始大量到货，价格降幅明显。
截至 1 月 14 日，北京地区销量环比增长
了 近 3 倍 。”盒 马 鲜 生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天猫平台数据也显示，1 月 12 日，
智利车厘子销售周环比增长了 2 倍以
上。
在供应大增的同时，大宗需求走低
也是车厘子“掉价”的推手。疫情期间，
走亲访友、聚会年会暂停，这也降低了

车厘子作为礼品的消费热度。
“今年来买车厘子的人不少，但是
人均购买量少了，都是买一点自己吃，
以前那种一次性买好多箱的情况减少
了。同时，品相好的车厘子价格降幅相
对较小，毕竟好货的数量有限。”上述水
果批发商说道。
天猫平台小二心由表示：
“目前，车
厘子价格其实呈现出两极化趋势。受
疫情影响，智利车厘子从生产端产生了
加工产能不足的问题，部分车厘子在生
产前已经滞留了 3-5 天，需要尽快出
货，价格不断探底，但是优质车厘子因
为供不应求，价格却时时变动，因此出
现了精心挑选的优质车厘子价格更高，
未经精选的车厘子价格更低的情况。
”
在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消费需求
疲软还有一部分源于部分消费者的“不
敢消费”。此前，冷链进口食品外包装
检测新冠病毒呈阳性的多个案例让不
少消费者对进口水果心存疑虑。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

专家吴尊友表示，从境外输入的物品包
括水果有可能受到新冠病毒的污染，但
一般来说污染量很小，反复接触污染的
人如装卸工可能会受到感染，普通老百
姓消费进口水果是安全的，而且食用前
还会清洗，
大家可放心。
心由也介绍，为确保出口车厘子的
安全和健康，智利樱桃协会的种植者和
出口商们做了大量的努力。采摘过程
人工均戴口罩、手套，全自动化挑拣无
工人介入；运往中国前会对集装箱全面
消毒；在海运中保持温度 0 度以上（此
条件下病毒难存活）；进入中国境内，也
会经过海关检验检疫严格检查，核酸检
测过关才能放行。
京东生鲜相关负责人表示，消费者
可以放心购买车厘子。
“我们坚持‘逢鲜
必检’政策，做到入库生鲜全批次核酸
检测，冷链作业人员每周进行核酸检
测，持证上岗。场所定期消杀，并严格
遵守政府有关冷链入仓的各项政策，全
力保障生鲜食品安全。
”

本土化、
本土化
、健康化
健康化、
、品质化

年货糖果，甜蜜中凸显文化
■ 本报记者 曲晓丽
过去，物资匮乏的时代，一张压岁
钱，一身新衣裳，一顿好饭菜，一块水果
糖，就叫过年。如今，物资的极大富足
让我们在一年一度的休闲季有了更多
选择，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品牌化、健
康化、食趣化、多元化。跟随这一趋势，
无论是厂家还是平台都在进行着全新
且全面的布局。

健康是永恒的主题
年货，折射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
本来生活网营销中心副总经理陈四海
介绍，水果、粮油、肉禽、水产、乳制品等
一直是年货中占比较大的热销品类，近
两年，年货销售整体上呈现出新的变化
趋势。
“我们注意到，在年货品类中坚果
零食等休闲食品走俏，这一销售数据与
用户分析数据是统一的。”
陈四海说。
本来生活网数据显示，在年货选购
方面，80 后正成为家庭和社会消费的顶
梁柱，90 后成为消费增长的主力军，年
轻群体在水果生鲜、酒水粮油占据主要
消费选择的同时对于休闲零食格外青
睐。

在 消 费 群 体 年 轻 化 的 趋 势 下 ，近
两年年货商品销售整体有本土化、健
康化、品质化的变化。
“90 后、95 后的
年轻人对国产商品比较有信心，他们
见多识广，从消费偏好上看，对高品质
的本土品牌更有消费意愿。”陈四海介
绍。
徐福记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这几
年市场观察及市调资料显示，休闲食品
消费呈品牌化、健康化、食趣化及童趣
化的大趋势。春节消费趋势和品类大
趋势基本一致，唯春节还有旺盛的礼箱
送礼需求。
“在食趣化方面，零食不仅要好吃
也要好玩，盲盒、联名 IP 的流行也会体
现在春节礼盒上。在童趣化方面，专为
儿童设计的零食桶在往年春节都占有
一席之地，而且据我们观察，春节有越
来越多厂家加入争食大军。”该负责人
表示。

推陈出新送出年的味道
快消品行业是随着信息时代更新
变革最快的行业之一，节前这段时间更
是企业使出浑身解数推陈出新的年度
最重要时段。
针对消费者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

2021 年春节徐福记进行了全新且全面
的布局。据介绍，在产品方面，大幅汰
旧换新，针对糖、点、巧、综合礼箱 4 大品
类，打造了强势品类和全价格带覆盖的
产品。
以糖果为例，在专注经典产品的基
础上，针对价值 30~40 元的产品空白
带，推出一款新品“果 Q 弹大福盒”。徐
福记更发力于饼点产品及各种规格综
合礼箱，以满足春节游子送礼回家及走
亲访友的需求；巧克力顺应市场趋势推
出高端/进口礼盒及年轻一代喜欢的公
仔盲盒。
在千人一面的年货礼盒中，企业带
来了满满的新意。据介绍，今年年货
节，百草味再度联手国家宝藏推出了包
括万家灯火、瑞气东升、扭转乾坤、多宝
盒四款系列联名礼盒。此外，还推出了
牛气冲天款礼盒和“超有礼”礼盒，礼盒
均采用新国潮视觉，且包含超有运、超
有颜、超有钱红包等精致新国潮年节周
边。
电商平台则基于自身反向定制的
优势，深度结合消费者消费习惯与需求
推出各式年货礼盒。本来生活网 2021
年年货季从 2020 年 10 月开始筹备，推
出了坚果礼盒、水果礼盒、粮油干货礼
盒、熟食礼盒等独家定制礼盒。

线上线下玩转年货节
针对年货节，各品牌在产品升级带
动下形成品牌升级的态势，同时伴随渠
道更新和变革。
“往年年货季基本是节前 1 个月开
始启动，节前两周到达采购高峰。但近
年厂家开始延长战线，
从圣诞/元旦开始
预热年货产品，借着圣诞巧克力销售旺
季开始布局春节年货前哨站。
”
徐福记相
关负责人表示。因此，从 12 月开始，商
家开始在线上/线下卖场陆续上架年货
产品，
为 2021 春节销售打响第一枪。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进一步加快
了快消行业线上线下融合的过程。据
介绍，从各个渠道看，传统电商平台借
势直播带货的业绩喷发仍快速增长。
而 O2O 到家平台、社群团购、街边小店
的销量也有显著增长。徐福记电商团
队快速调整布局，加强推广直播带货，
使得电商业绩大幅增长 50%。
为吸引年轻消费者，在品牌推广方
面，百草味为消费者打造一系列年轻化
内容，实现内容 IP 化。除了自创“演吃
会”
“ 吃货节”
“ 零食秀”三大品牌 IP，百
草味还在影视剧植入、直播互动、短视
频等各个方面尝试新营销方式，与年轻
消费者深度沟通。

电子邮件：
gjsbltb@163.com

年货采购：
从“吃得多”到
“吃得健康”
■ 本报记者 曲晓丽
尽管距离牛年春节还有一个月，超市、商
场已经进入“年味儿”主题，商家也开始摩拳
擦掌，
备战年货节。
走进各大超市可以发现，大部分商家已
开启“年货大街”模式，
“ 年味儿”礼品已悄然
上架，以“牛”为主题的宣传海报挂满了各个
品类，特产、特色食品大礼包、春节装饰品等
生活用品成为首轮主打的年货，在这些年货
中，
健康礼仍然是主打产品。
不知从何时起，过年期间走亲访友都会
带上一箱奶，实惠又大方，最主要的是有营
养。据凯度消费者指数北方区总经理赵晖介
绍，中国消费者喜欢用快消品送礼，柴米油盐
酱醋茶，而其中牛奶是最适合送礼的。从各
省市的消费数据看，山东和河南最喜欢送牛
奶，甚至春节期间送礼消费占比能达到 70%
以上。
从 2020 年 12 月开始，蒙牛江苏省盐城市
响水县代理商张从科就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年
货季准备货源。
“ 通常 1 月、2 月公司货源有
限，必须提前囤。”他说，尽管疫情的阴霾尚未
散去，但是他对即将到来的年货季仍然信心
满满。
“我今年的囤货量与去年相同。”他说道，
“今年，老百姓对牛奶营养的认知提升非常
大，对于我们这种经营健康营养食品的人来
说有助于提升业绩，2020 年我的业绩比 2019
年提升了 18%。
”
从目前乳制品市场的促销力度和新品推
广力度不难看出今年奶制品厂家对春节市场
的重视。各大奶业品牌几乎都针对春节市场
更换了应景的包装。
光明乳业相关责任人表示，光明纯牛奶
此次特别推出十二生肖限量典藏版包装，携
十二神兽给千家万户送新年祝福，期望消费
者在接下来的 2021 年里，有如神兽助攻般的
开挂好运, 拥有一整年的平安喜乐。
莫斯利安也在新年期间推出 400 万提新
春版包装，盒身附带了 100%中奖的二维码，
扫码即有机会获得《唐人街探案 3》观影券、微
信红包、购物优惠券。
随着人们对健康越来越看重，送礼送健
康的意识逐渐成为主流。当家里的老人需要
控糖，挑选礼品对于子女来说是件头疼的事
儿。正是着眼于其中的商机，伊利在新年来
临之际发布了欣活纾糖奶粉，这是一款专为
控糖人士打造的 0 蔗糖、低 GI 的营养品，在配
方内加入了葛根、黄精两大中式养生食材。
更重要的是，为了有效解决控糖人群出现的
容易饿、乏力、营养不良、日渐消瘦等痛点，伊
利在产品中加入叶酸、牛磺酸、钙、铁、钾、维
生素等 21 种中老年人必需的营养成分。
“近几年，Swisse 斯维诗保健品礼赠需
求呈逐年上升趋势。而传统春节，更是我们
年货销售的重要节点。”健合集团中国区公共
事务总监朱辉对国际商报记者表示。据介
绍，从过往市场情况来看，线下销售渠道的保
健品年货季一般从城市务工人员返乡，即每
年春运时节就已经开始，而得益于近年来各
大电商平台的飞速发展及年末密集的电商促
销节点，电商渠道上的保健品年货季主要从
春节前两个月就开始了。
渠道不同，热销的产品也有所不同。以
Swisse 斯维诗产品为例，乳清蛋白粉、深海
鱼油及钙片类产品在线下年货市场中受到热
烈欢迎；而在电商渠道，根据天猫平台最近的
统计，钙片类的产品更是一跃成为了最受欢
迎的年货产品。
据介绍，通过调研及大数据分析，送礼场
景下，消费者画像主要以孝敬长辈、夫妻互相
关爱等家庭场景为核心，另外日常探望病愈
亲人朋友以及情侣之间的互赠等场景消费也
在逐年增加。
“节日送礼作为保健品消费的一大消费
场景是没有人群界定的，但从近年市场情况
可以看出，消费者在送礼及保健品消费场景
上越来越注重品质与创新。”朱辉说道，为此
Swisse 斯维诗 2020 年更通过与天猫合作创
新开拓了保健品茶饮化场景以及与知名餐饮
品牌跨界打造了“身体也会饿，快吃斯维诗”
的美容营养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