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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 箱 caijing2021@sina.com
行业专刊

近日，奉新县各家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有序复
工复产，力争新春开门红。图为2月19日，该县干垦场江西裕
弘源纺织厂生产车间，工人在流水线上忙碌。 邓建刚摄企业开工忙

江西日报
财经事业部

大数据显示，2021 年春节期间，全国
超 1 亿人选择了就地过年。人们积极应
对疫情的同时又兼顾亲情，节日新消费现
象频出。

日前，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三大电
商平台均发布春节消费报告。报告显示，

“春节不打烊”成为各大电商平台与商家
的不二选择。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不打烊、
线下商场开门营业……不论是线上还是
线下，春节期间，我省消费市场呈现节前
供给“足”、节日物流“通”、特色消费“暖”
的新特征。

年货反向狂奔
江西饺子消费跻身全国前十

就地过年，父母从老家寄来当地特色
食物，城市留守青年被爱投喂，“年货反向
狂奔”取代“后备箱里的土特产”。

“妈妈包的粽子和做的香肠、酱油肉、
手工年糕，都是我爱吃的，沉甸甸的一大
箱，全是老妈和老爸的爱呀！”在苏州工作
的南昌籍丽丽女士春节前接到了父母寄
来的“家乡味”，将感动“晒”在了朋友圈
里。今年年夜饭，丽丽做了一大碗“福
羹”，她说这是南昌人春节大餐中必不可
少的一道。而来自广西在赣务工的覃女
士也同样被爱投喂，整箱自家种的砂糖橘
让她分享到了来自家乡的甜蜜。

拼多多数据表明，2 月以来，“春节不
打烊”年货中，来自江西的订单较去年同
比增长213%。其中，收货地址为“江西”的
异地包裹较去年同期增长247%，很大一部
分是就地过年的人们寄往家乡的春节赠
礼。而代表“江西味道”的南昌拌粉、赣南
脐橙、赣州月亮巴、萍乡豆干、遂川枣糕等
特产，则承载着浓重的“江西味”，纷纷流
向广东、浙江等地，为留在外地过年的江
西人传递家乡味道。2 月以来，该平台异
地收货的江西年货及土特产品订单量较
去年同比增长313%。从订单量、人均购买

金额等方面来看，南昌市的各项数据均位
列榜首，赣州市、九江市、上饶市、宜春市
分列第2到第5位。

阿里巴巴数据显示，2月 4日至 15日，
“春节不打烊”发货量是 2019 年农历同期
的4倍，“三通一达”（申通快递、圆通快递、
中通快递、韵达快递）快递发货量达到
2019 年农历同期 8 倍以上。其中，从腊八
到小年，由县区寄往大城市的包裹平均增
长两成以上。

有意思的是，不少选择留在南方过年
的北方人拉动了饺子外卖量。从饺子份
额增长前十的城市来看，除了陕西、河南
两省外，其余八个都是南方省份，增长排
名前三省（市）为上海、浙江和广东，江西
跻身全国第10位。

从大年三十至正月初七，京东平台我
省接受异地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52%，主要
来自北京、上海、浙江、江苏。与往年同期
相比，珠宝首饰、美妆护肤、生鲜是增长品
类的前三，分别增长了373%、276%、275%。

消费愈加重视健康
90后、00后初掌年货置办权

年货买什么、怎么买、谁来买，可以反
映消费动向、代际变化与社会变迁。

阿里巴巴大数据分析，90 后、00 后已
登上家庭舞台 C 位，初掌年货置办权，消
费更加年轻化、品牌化、智能化。用来孝
敬长辈的扫地机器人、擦窗机器人等“黑
科 技 年 货 ”消 费 增 速 同 比 超 100% 、
300%。在京东平台，江西人春节期间买
得最多的五个品类，分别是手机通信、电
脑办公、本地生活/旅游出行、食品饮料、
医护健康。

从商超销售来看，年节型消费升级趋
势明显。以过年期间必备年货礼盒为例，
大年三十到年初四期间，阿里巴巴控股的
大润发超市在全国 18 个城市门店共卖出
47003个旺旺大礼包，28580个皇冠丹麦曲

奇饼干特别礼盒。南昌与成都、合肥、济
南、昆明市民购买了全国最多的旺旺大礼
包，南昌销售数量居全国第五。

年夜饭从“妈妈做”到“去饭店”再到
“买礼盒”，消费习惯在变，饮食观念也在
变。淘宝发现，年夜饭卡路里三年来三连
降，今年热卖的菜品热量比去年降29%。

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的同时，年味儿

没变，吃货本质也没变。京东大数据显

示，从大年三十至年初五，有关年夜饭礼

盒、年货礼盒、方便菜、烧烤食材等成交额

同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80%。其中江西增

长390%。

火锅食材是江西人的心头爱，京东平

台地区火锅销量增长424%，而大润发超市
大年三十到年初四卖出超过 22 万份火锅
底料。南昌则打破了“无辣不欢”的传统
印象，销量前三的火锅锅底口味分别是清
汤、辣汤、菌汤；此外，八宝饭、狮子头、年

糕、春卷等都有相当数量的增长。

社区团购、线上买菜
春节消费体现消费结构升级

在今年春节期间，包括拼多多、美团、

滴滴买菜等平台，都提供了社区团购或线

上买菜服务，成为市民消费的新选择。拼

多多平台上，2.99 元/斤的精品青椒、13.99
元/斤的国产大虾、1.99元/斤的西红柿……

商品丰富多样价格实惠，打破了菜品逢春

节必涨的规律，且在下单次日就可以在附

近自提，非常便利。

春节消费是全社会消费结构升级的

缩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人们已经从以

往的“如何买到”到今天开始追求“怎样更

好”。舒服过年、健康过年背后，体现了消

费逐渐超越“面子”、重视“里子”的变迁。

支付宝数字生活平台发布的新春数

据报告显示，“就地过年”催生了云上互

动、娱乐、消费大爆发：线上派红包增长近

270%，有 2.6 亿人在线上写福送福。在江

西，点外卖、看电影、本地游、云逛街等消

费实现大幅增长，市场回暖显著，新年迎

来数字消费新气象。

就地过年催生的新消费，留住了浓浓

年味。

内需是经济平稳运行的“压舱石”和

“稳定器”，也是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

新格局下的重要经济动能所在。2021 年

春节期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呈现出线

上维持快增，线下回暖延续的趋势。据省

商务厅监测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全省72家

重点流通企业销售总额达 2.8863 亿元，同

比去年春节上涨 40%。重点监测的 11 大

类商品中，有10大类商品销售额实现了不

同程度增长。其中，家用电器、金银珠宝、

服装等同比增幅分别为 377%、299%和

148%，通信器材和汽车类销售额也实现两

位数增长。

就地过年不冷清 新消费留住浓浓年味
陈 萌

“三件出口文化衫，一

件来自青山湖。”南昌市青

山湖区是全国第四大针织

服装类产业基地，也是知名

针织服装出口基地。全区

2000 余家针织服装企业年

产针织服装逾10亿件，年总

产值突破 450 亿元，外贸业

务占比逾95%。

2020 年 ，面 对 新 冠 肺

炎疫情冲击，纺织业如何

逆势突围？笔者日前通过

探访发现，青山湖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不少针纺企业

正在通过加速转型，实现

逆势增长。

智能化带动
逆势突围

随着智能制造、物联网

与 5G 等新技术的蓬勃发

展，智能纺织与智能制造已

成为纺织产业未来发展亮

点，包括如何结合智能制造

提升成衣质量、缩短制造流

程等，都是纺织业超前布局

的重点。南昌东申针织制衣

有限公司便是青山湖区针纺

企业生产智能化的代表。

“现在右边是 6 条吊挂

系统，主要上机生产的是男

女款睡裤、短裤。每天产量

大概是3万多件成品，产值9
万多美元。”在南昌东申针

织制衣有限公司智能化生

产车间，该公司董事长胡小

平介绍，2020年8月，该公司

新投产了 13 条全程电脑化

制衣吊挂系统，相比传统制

衣缩短了生产周期，一个小

时内即可出成品，可以有效

减少半成品堆积。“目前公

司已与德国一客户开展洽

谈合作，预计年订单量可达

400万件。预计2021年企业

产值将达4.5亿元。”胡小平说。

“去年疫情期间，针纺产业原材料短缺、价格暴涨，园区在

帮助我们企业第一时间复工复产的同时，主动联系面料中

心提供资源对接，解决原材料供货难题。”提起园区在疫情

期间对企业复工复产的帮扶，胡小平连连点赞。原材料短

缺只是一方面，真正让绝大多数针纺企业“着急上火”的是

资金回款慢。回款慢意味着缺乏流动资金，没有流动资金

企业如何周转？“多亏了园区帮助我们通过‘财园信贷通’

贷款了 1000 万元，企业流动资金动起来了，解了燃眉之

急。”胡小平说。

据了解，为帮助企业在疫情期间渡过难关，青山湖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利用“财园信贷通”架好企业与金融机构间的桥

梁，2020 年为 70 余家企业共帮助解决贷款超 2 亿元。此外，

该园区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将省、市、区各类惠企政策

及时传达到企业，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及时申报，帮助企业跟

进奖补进程，降低生产成本。

“直播带货”开拓新模式

近年来，青山湖区积极探索流量经济发展路径，利用“流

量+产业”的新模式，助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面对疫情对

服装产业发展的“大考”，通过政府、企业与电商企业搭建的新

平台，青山湖区针纺企业找到了企业转型和品牌升级的突破

口，新模式的诞生也让众多企业走向良性发展之路。

去年年初，南昌泽林实业有限公司在抖音平台请“网红”

带货直播仅仅5分钟，销售额就达到20万元；通过与拼多多等

平台合作，吸引了 423.96 万观众观看，卖出了 13000 件衣服。

“我们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采取线上直播带货、线

下洽谈对接的形式，尝试新贸易，开拓新渠道，紧跟新时尚，展

现出我们产品的高品质、高性价、高颜值。”南昌泽林实业有限

公司经理余会云说。

同样通过直播带货等形式扩展内销形式与渠道的，还有

南昌市康业制衣有限公司。该公司 2020 年的内销占比由

2019 年的 25%提高到了近 40%。直播带货这种“新行为”，在

公司董事长胡松华看来，正是公司下一步需要牢牢抓住的关

键。“对我们这种品牌价值不足的企业来说，网络直播等带货

形式，带来的效应要远远比自己去开拓市场来得快。”胡松华

说。长期以外贸为主的康业制衣，去年年初尝试了牵手抖音、

快手等平台的网红带货，目前，他们正在积极培育自己的“直

播”带货人。

举办青山湖抖音“织播节”、青山湖针纺时装周、规模化签

约孵化专业电商主播……南昌市青山湖区不断深化改革、加

强引导，围绕针纺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人才链、政策链、资金

链，着眼可持续发展，抓住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的机遇，努力

将后发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

“我们正通过加快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发展载体，为

扶持针纺服装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核心思路，从品牌建设、技术

创新、市场开拓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在互联网、服务平台、新

模式等方面综合施策，借助流量经济的发展势头，带动全产业

链共同发展。”南昌市青山湖区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

1 月 20 日至 2 月 18 日，省商务厅牵头举
办的“2021 江西网上年货节”，促成赣品网上
销售 102.98 亿元、同比增长 26.3%，满足了群
众多样化、特色化、品牌化消费需求。

年货节期间，全省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联
合相关部门，指导各地各主体精心筹划了“百
千万”赣派年货大促、线下商贸主体线上年货
促销、年货直播、商圈乐购年货、江西老字号年
货促销、扶贫年货展销、赣味年夜饭团圆到家、
社区团购年货、赣鄱好礼推广等九大类网上年
货促销活动，引导60多家电商平台（专区专馆
专店）、1200多家重点电商企业、150多家地方
实体商贸骨干企业，共筹集万余款名特优赣品
年货，密集组织了网上年货节、云购年货等年
货促销活动160多场次、年货直播3379场次。

丰富多彩的网上年货节活动，持续向基层、
向线下、向助农文旅等领域延伸，形成上下联动、
多方互动的火热局面。如天猫在江西开展特色
年货联播活动；苏宁在赣投放1000万元电子消费

券；饿了么开展“十大赣菜”“十大江西小吃”宣推
和发放红包等活动；美团开设年夜饭到家专区；
江西扶贫商城、中国社会扶贫网江西馆、京东江
西扶贫馆、扶贫832（江西）举办扶贫年货节；橙心
优选在赣举办多场“网上年货节”、积极招引地方
特色年货产品触网上线就近供应社区（乡村）；第
一书记平台销售扶贫年货588.7万元；新洪城大
市场、天虹商场等线下市场商场纷纷通过数字化
搭建线上销售平台或直播带货模式参与网上年
货节，线上销量较往年同期增长3倍以上。

监测数据显示，南昌市、赣州市、九江市
网络零售额居全省前三。赣南脐橙、四特酒、
煌上煌卤制品、南昌米粉、南酸枣糕、南安板
鸭等50多种特色赣味年货网络销售火热。农
产品中休闲食品、粮油、水果网络零售领先；
生活必需品中食用油、蔬菜、大米销售居前；
口罩等防疫物资线上供应充足。线上餐饮等
服务消费蓬勃复苏，全省在线餐饮网络零售
额达13.09亿元。 （姚 萍）

年货反向狂奔、饺子分界线南移……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发布春节消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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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多举措助企业快速复工复产
江西电商实现2021年开门红——

“网上年货节”零售总额破百亿
连日来，玉山高新区、高铁新区内

各个企业相继开工，到处一片火热生
产景象。该县坚持复工复产和疫情防
控两手抓，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措施，提
前规划节后复工复产，从劳动力、市
场、运输等多环节打通复工复产快速
通道，促进企业快速恢复生产。

玉山县按照“一企一策一方案”原
则，对企业实施“点对点”精准帮扶；向
全县200多家规上、300多家规模以下
企业派驻了服务员、防疫指导员、企业
联络员，指导企业落实防疫各项要求
和措施，协调解决企业复工复产中存
在的各类问题。同时，该县还全力解
决部分企业的劳动力、资金短缺的问
题，开展新春招聘活动和银企对接活
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今年我们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设有专门的直播平台，工作人
员向求职人员实时传递招聘信息、解

答相关提问，并邀请企业负责人进行
‘云招聘’，介绍企业情况、薪资待遇等
信息。”玉山县就业部门有关负责人介
绍，新春招聘活动共计吸引 240 家企
业参加招聘，提供岗位 11230个，其中
线下参加招聘企业 81 家，提供岗位
4120 个。首日接受群众咨询 2200 余
人次，求职登记620人。

江西晟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生产医用手套等产品的外贸企
业，产品深受海外市场欢迎，生产订
单已经排到了 4 月份。为了赶订单、
稳生产，企业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
一方面制定外地员工就地过年激励
措施，另一方面积极通过招聘会、

“云招聘”等多种方式，吸引玉山本
地人到企业上班。“我们从大年初一
就开工生产，目前日产量过百万只，
已全部回复正常产能。”晟达医疗一
负责人称。 （吴德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