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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货狂欢节

“平时的生意肯定没有最近这么
好，大家都赶着买年货回家过年呢。 ”
包头 106小商品城里的一位店主王鑫
说，平日里市场并不多，可是这几天他
们忙得连口水都没空喝。 而喜事用品
区更是人头攒动。 在各家铺位前挂满
了各式灯笼、“福”贴、红包和中国结等
装饰品。“这个月是我们生意最好的时
候， 过年嘛， 大家都会采购点年货回
去，所以我们关门最晚。 ”王鑫一边说，
一边麻利地为顾客找着东西。

“只能靠走量
来赚点利润”
十几年前，106 小商品城还是一

个半露天的批发市场。 那时商品经济
并不发达，每到年根底下，每天都会
有成千上万人从各区县赶到这里置
办年货。 王鑫回忆说，那是批发市场
最红火的日子，王鑫回忆说“那时候
有生意根本就不愁做， 虽然收入不
高，但是到了年关，家家户户还是会
大大采购一番，加上那时候信息不发
达，要是从南方进点新鲜玩意，那叫
一个抢手。 ”

后来，王鑫他们也搬进了小商品
城。 虽然年货依然热销，但市场竞争
压力也在逐渐增大。“你看看这一层，
家家的货都差不多， 价格也差不多，
关键还是要看你的态度，态度好顾客
才愿意在你家买。 ”

“年货的成本一年比一年高，但
是竞争大，我们卖的价格相比去年却
不敢涨，只能靠走量来赚点利润。 ”王
鑫不无无奈地对记者说，“最开始是
移动、 电信给客户印春联送消费者，
现在，银行和超市也印制春联，你看，
今年不少店铺都打出了购物促销
牌。 ”记者在几间专营春联的店铺里
发现， 商家用展板标出了购物满 100
元送福字一张、 满 200 元送春联一

副、满 300元……王鑫说，虽然春联福
字在春节市场里是作为必需品出售
的，但现在印制春联出货量是越来越
少了，主要是卖给商家的，家庭来买
自己用的品位越来越高了，对商品的
要求也很高。

“现在再想上点别人没有的货是
越来越难了，网络这么发达，你家今
天进点啥货， 明天全市场就都在卖
了。 ”今年春节，王鑫在义乌转了近一
个月选货，她特别挑选的这种内部会
旋转的人造水晶宫灯和纸质工笔画
图案的宫灯都非常受欢迎。

年轻人喜欢上网买东西
这里的客流越来越少
在年货市场上， 只能求新求变，

虽然这是一个小市场，但是竞争却是

真刀真枪的。 近 20年的历练，王鑫说
自己看到了太多的同行一个个退出
市场，而自己在这个市场早已小有名
气。 “你要想生存就得求变，你看我
虽然生意不大，但是也要动脑子。 ”王
鑫说，就像这窗花，我是在电视上看
到河北的一个村家家户户都在做，就
专门过去采购的，而且还在构思上下
了工夫， 你看这外面的一圈蒙文，是
我让懂蒙语的朋友给我写的吉祥话，
是不是和别人家的不一样。 现在人们
喜欢把充满喜庆气息的窗花贴在玻
璃、镜子上，所以比较小的窗花特别
受欢迎，所以市场都可见到销售窗花
的摊位，但是我家的窗花就是比别人
家卖得好。

王鑫说，除了这个摊子，我在一
层还有一个卖鲜花的摊位和一个卖
干果的摊位，这些新年货也是非常受

老百姓喜欢的。“过春节，卖得最好的
就是金钱橘树、幸福果树、长寿竹、红
掌、富贵子，过年就是图个喜庆嘛。 ”
王鑫说，这些花卉草木，或是色彩艳
丽，或是造型挺拔，或是名称讨了个
好彩头，最受消费者青睐。 不少消费
者也会为亲朋好友捎一盆，以前过年
拜年都送营养品，现在流行送鲜花草
木了，既时尚又雅致。

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你不多种
经营就没法生存。 王鑫说，这里虽然
是名义上的批发市场但实际以零售
为主， 现在年轻人都是在网上买东
西， 我们这里的客流量越来越少，成
本却在不断上涨，一个月租金管理费
就一万多元， 一天流水没几个钱，要
不是几个店员都是自己的亲戚，今年
都不能保证盈亏平衡，你别看现在的
人这么多，可不是每天都在过年啊。

“买年货，过新年，开开心心一整年。 ”一样的春节，不一样的年货 ，从奢侈品
到小商品，年货虽不同，都赋予了人们对新一年的企盼和憧憬。

本报记者 张博

本报记者 林瑞泉 /摄

“贴饼子熬小鱼，坐火炕剪窗花，
现在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来我们这里
找记忆中的年味了。 ”春节放假前的
一天，任勇坐在自家的火炕上依着炕
桌玩着手机，桌子上泡着一杯清香的
热茶，显得十分悠闲自得。

别看任勇现在已经是一家拥有
30多间客房的农家乐老板，可他却是
一名地地道道的 80 后大学生。 他家
的农家乐客房从新年刚过就开始有
人预定了，不少城里人准备在农家院
热闹一宿。“现在几个院子都快订满
了，过年时特别热闹。 ”任勇的院子里
每个窗户贴上了火红的福字，门上挂
了金字的春联，树上还挂着几挂大号
挂鞭，年味十足。“我们就等着客人年
三十到家，一起包饺子看春晚呢。 ”

家里人均收入
能达到 10万元以上
任勇 2004 年大学毕业后就在北

京一家 IT 公司工作了，“做 IT 很辛
苦，虽然收入也还可以，但是我并不
快乐，有一年我们公司年会就是在一

家农家乐搞的，我一看，这有什么啊，
这山这水还不如我们家呢，这要都能
挣上钱，我们家也肯定没问题啊。 ”利
用假期， 小任在老家好好转了转，这
才发现原来村里早就有几家农家乐
了，生意都不错，这才下定决心辞职
回家。

“去年我们家的人均收入就能达
到 10 万元以上了， 这比我在城里上
班挣得还多。 每天享受着青山绿水大
氧吧，心情也好了。 ”任勇越说越兴
奋，“过去村里穷，说是农民，可是家
里都没多少地种，你想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吧， 交通不好东西也运不出去。
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
一些老弱。 ”不过就在近 10 年，尤其
是近几年，“吃农家饭、住农家屋、享
农家乐”的郊区游越来越火爆，过去
在外打工的人又渐渐地回来了。

小任说，现在这两年越来越多的
单位会议开始选择农家乐了，这对接
待能力也是一种考验，过去遇到这种
情况就是分到几家去住，可是会让客
人觉得很不方便，所以他打算把后面
的平房改成楼房。“我的计划是在我
家盖一个小宾馆，至少要有一个像模
像样的会议室， 还要有个娱乐室，能

打台球和乒乓球，周末的时候几家人
来这里住住，可以去地里采摘，还可
以住宿和娱乐， 这才是属于咱们 80
后的农家乐。 ”小任规划着自己近期
的蓝图。

要是不规范这个市场
农家很快就不乐了
说是说，小任对于未来还是很清

醒的，“别看现在红火，要是不规范
这个市场，农家很快就不乐了。 ”小任
说， 主要是扎堆竞争， 同质化经营，

“只要一家新开发一道菜， 不到一个
月，周边所有的农家乐就都有了这道
菜，端上桌的都是摊鸡蛋、贴饼子、小
鸡炖蘑菇。 你现在看看，大家的菜单
几乎一模一样……”

“现在的农家乐都千篇一律，‘白
天漂流吃鱼，晚上支摊打麻将’。 真
正体现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项目，
却从来没被纳入‘乐’的范畴。 ” 小
任接着说，现在民俗户越来越多，服
务内容却千篇一律。 农家乐内容简
单，服务单一。“你看我们村，很多农
家乐只有简易住房， 卫生条件都不
过关。 ”“像这样的农家乐，你说人家

还会来第二次吗。 ”小任说，就因为
这样他才想起把爸爸承包的果园改
头换面搞采摘，让客人吃完后还能去
玩，接着再回来吃晚饭。

“实话实说，我的想法很多，搞生
态园，上娱乐设施，但就是没有钱，没
有政策， 更需要一个规范的农家乐
经营环境。 要是能给我批块地、贷点
款，盖个 3 层楼，吃住都解决了，还
能增加一些娱乐项目。 现在地方太
小，发展受限制，客人来得多了，连
停车的地方都找不到。 ”小任这时才
流露出一个老板该有的严肃，“眼看
着客人来了， 没地方吃饭、 没地方
住、没地方停车，只好转一圈走了，
你心里能不着急嘛。 据我所知，在我
们这个村农家乐当中， 生意做大后
几乎都希望扩大规模。 与此同时，整
个乡村旅游产业， 也将发展的机会
瞄向土地。 ”

“我的梦想很大，但是路还要
一步一步走，别看我是个大学生，搞
计算机我行，但是搞旅游服务业，我
还得接着学，不过我相信，只要大环
境和政策跟得上， 我们会越做越
好。 ” 小任充满了新年的朝气和自
信。

在农家乐宴请和吃年夜饭成为消费新亮点

本报记者 张博

IT 男转行“农家乐”

专家访谈

本报记者 蒋皓

傅帅雄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应抓住我
国现阶段城镇化快速发展大好机遇， 适时刺激并扩大消费，
逐步转变生产方式，由出口拉动型向消费与出口共同拉动转
型。

《中国企业报》：如何在政策层面上扩大内需，增加消费？
傅帅雄：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让农民可以通过土地

承包、转租、入股等形式获取财产性收入。 加大国家对农村
基础设施的投入。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化发展，提高农民的
文化教育水平，同时，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术水平，从整体
上增加农民的人力资本，为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创造条件。

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重。 继续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
度，实现城乡农村医疗、教育、养老社会保障全覆盖。大力推
进保障房建设。大力推进保障房、廉租房建设，让低收入者、
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能够通过较低的租金， 安心工作和生
活，但同时也要做好保障房退出机制的研究和完善工作。

《中国企业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乡差距
的不断缩小，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农民
的消费结构和消费观念同时也在变化， 消费升级的趋势会
如何？ 将带来什么样的产业机会？

傅帅雄：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农民也希望提高并改
善其生活质量。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在基本
生活得到满足的同时， 更加关注于精神上的满足和身体的
健康。

随着我国土地租金、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高，人民币汇
率的上升，再加上近年来欧美经济不景气，市场需求萎缩，我
国制造业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应
抓住我国现阶段城镇化快速发展大好机遇，适时刺激并扩大
消费，逐步转变生产方式，由出口拉动型向消费与出口共同
拉动转型。 在扩大内贸方面，地方政府应该打破地方市场封
锁，减少行政干预，鼓励企业跨区经营。 随着制造业由沿海向
内地转移，内陆地区应抓住机遇，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积极承
接产业转移。 作为企业，通过厂房搬迁，投资转移，可以在土
地、 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内地省份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内
地巨大潜在的消费市场也让这些企业看到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国企业报》：请谈谈企业该如何扩大内贸和引领消
费升级？

傅帅雄：农村和城市的消费需求是不同的。 企业应该从
农村和城市不同的消费需求出发，抓住机遇扩大内贸，引领
消费升级。 目前，绝大多数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用于消
费支出的比重也有较大幅度提高，但在消费选择上，更多的
还是关注于产品的性价比。 这种消费偏好将为国内众多企
业提供难得的发展机遇。 因此，针对农村这一消费市场， 要
想实现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就要保证产品的质量，在保证质
量的前提下，通过网络、广播、传单等成本较为低廉的宣传
媒介，辅以一定的销售渠道，就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一
席之地。 而对于绝大多数城市居民而言， 由于收入相对较
高，在产品消费选择上更多关注于品牌、时尚、科技化程度、
更新速度等因素。因此，选择城市消费市场的企业需要进一
步加大前期科研设计投入，注重品牌塑造，在技术和潮流的
把握上保持领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
博士后傅帅雄：

城镇居民消费观
正发生变化

“现在再想上点别人没有的货是越来越难了，网络这么发达，
你家今天进点啥货，明天全市场就都在卖了。 ”

傅帅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