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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创优品、木槿生活、千韩良
品⋯⋯记者发现，最近半年多来，
新疆乌鲁木齐市主要商业区涌现
出一批“十元店”，受到市场热
捧。这些店面一般比便利店略大
一些，面积在 200 平方米左右，装
修明亮、简约，以化妆品、文具、玩
具、食品和手机配件等小件生活
用品为主，价格大多是 10 元，也
有 15元至百元不等的商品。

在实体店受电商冲击的当
下，“十元店”何以风行？带来哪
些启示？连日来，记者进行了调
查采访。

“十元店”扎堆商圈

2 月 26 日，记者在乌鲁木齐
市中山路商圈、大小西门商圈采
访，粗略统计了一下，这个大约
2.5 平方公里的区域，就开有 10
家“十元店”。在新华北路，名创
优品、千韩良品两家店相邻不到
50 米；在解放北路，两家“十元
店”则只相隔两个店铺。

上午 10 点多，新华北路上的
千韩良品店刚开门不久，就有七
八名年轻顾客在挑选商品了。“因
为销售的都是生活必需品，而且
便宜实惠，所以顾客多，春节假期
也一直照常营业。”收银员告诉记
者，目前全市共有 9 家千韩良品
店，都开在人流密集的商圈。

“店面挺吸引人的，价格也划
算。”正在挑选商品的市民罗咏梅
拿起一种六色圆珠笔说，同样的这
种笔在“无印良品”要卖 35 元，这
里买3支才10元，便宜很多。

“价格和网购差不多，但省去
了运费和等待。”以前，阿迪拉经
常在网上购买生活用品，现在则是“十元店”的常客。她告
诉记者，“有时没打算买东西，就随便逛逛，但这里的商品挺
吸引人的，每次来逛都不空着手回去”。

不难发现，这类“十元店”以时尚的环境吸引客流，并以
实惠的价格“黏住”消费者，显示出一定的竞争优势。

国外品牌成卖点

记者发现，这些“十元店”大多打着日本、韩国产品的招
牌。“来自韩国的快时尚品牌，开启创意生活⋯⋯”坐落在西
河坝前街的千韩良品店，营业时间循环播放着这样的广告
语。在这家店，记者拿起一副三星耳机，看到外包装标注的
是韩文，同时还贴有一张汉字标签，上面标注，“品牌商：世
凯株式会社，地址：韩国京畿道始兴市；中国代理商：杭州凯
瀚商贸有限公司；产地：广东”。除了部分饼干等食品外，其
他商品也大多为中国制造。

同样，在解放北路的木槿生活店内，广播宣传说“品牌
来自韩国，生产制造商来自于韩国、日本、泰国及新加坡，给
您贴心的韩式生活体验。”然而，记者发现，产品也大多是国
产货，产自广东等地。

不过，多数消费者对产地并不介意。“包装不错，质量看
起来也还行。”市民马女士说，因为产品实用、价格亲民，产
自哪里并不是最关心的。“当然，如果购买食品、化妆品，还
是要慎重些。”马女士的同伴则说。

“国产货包装得像进口货，有虚假宣传的嫌疑。”市民张
鲁秦告诉记者，头一次进“十元店”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但这
里的商品本来就是一般生活用品，没有大件商品，就没太在
意。对此，一名店员坦言，其实，店铺品牌是来自国外，而大
部分商品确实是在国内生产，但产品设计主打日系和韩
流。其实，这正是“十元店”的卖点，因为这种潮流在一些年
轻人中比较有吸引力，如果市场潮流有变，上架商品的风格
肯定也会随之改变。

火爆背后存隐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十元店”扎堆商圈，火爆背后尚
存隐忧。“高度同质化使价格成为竞争的主要因素，容易造
成竞相压价的情况，导致利润越来越薄。”有专家认为，“十
元店”有过剩的隐患，应吸取有的城市高档商场、大型超市
过剩的教训，今后投资者要慎重开店。

“竞争激烈，商品利润低，商圈店面租金又高，必须维持
一定的销量，才能保本和盈利。”这位专家估计，再过个一年
半载，有些店很可能会倒闭。

部分商品质量不高，也是“十元店”长远发展的一大隐
患。记者在一家“十元店”买了三支彩笔，每次使用都闻到
一股刺鼻的气味，很可能是质量不过关。还有消费者反映，
用了“十元店”的护肤品，皮肤感觉不适。此外，有些产品还
有傍名牌的嫌疑，比如一种洁面乳的包装就与曼秀雷敦品
牌的产品很像。

虽然从长远发展看，“十元店”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当下受
到热捧，为线下零售业带来了一抹亮色，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互联网时代不少实体店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十元店”缘何
逆势而上？除了店面位置好、价格实惠等因素外，记者根据
采访中消费者的反映，梳理出“十元店”的另外三项优势：

一是比超市产品更精致、品类多。比如护颈枕，在“十
元店”就有十余种，按颜色分有黄色、蓝色、绿色、紫色等；按
造型分，又有长颈鹿、小白兔等，消费者选择余地非常大。

二是产品设计贴近需求，甚至创造需求。在“十元店”
里，记者看到有适用多种型号手机的充电器，能够接住撒漏
食物的婴幼儿衣兜等，设计巧妙、实用。

三是产品更新快，紧盯销售动向。有店员告诉记者，每
隔半个月就会更换一批产品。快时尚体现一个快字，如果
哪种商品销售不理想，很快就会下架，更换新的产品，让消
费者感到常来常新。

消费体验良好、产品设计巧妙、紧贴市场需求⋯⋯这些
小店里是否隐藏着消费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密码呢？

“十元店”的逆袭，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乌鲁木齐

：
﹃十元店

﹄
何以逆袭

本报记者

乔文汇

乡村旅游扶贫启动时间不长，成效

卓 著 ，但 也 存 在 扶 贫 措 施 不 够 精 准 的

问题。

不精准首要表现为扶富难扶贫。当

前，全国各地发展的乡村旅游，多为当地

群众开办农家乐、乡村旅馆，开展接待服

务，或出售自家农副土特产品。由于开

办农家乐、乡村旅馆，开展接待服务，需

要不菲的前期投入，能够率先开展这些

项目的往往是贫困村里的能人、大户。

目前的乡村旅游扶持政策主要是针对这

些项目，政策的红利自然由这部分能人、

大户享受了。多数贫困群众由于缺乏参

与发展的实力和技能，只能通过打工或

参与土地流转获得较低的收益。

其次是“景区不带村”。我国现有的

1392 个 5A 级和 4A 级旅游风景名胜区

中，超过 800 个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约 3

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位于景区周边，占

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村近四分之一。去年

被列入乡村旅游试点的 560 个贫困村，有

半数以上在成熟景区周边。有的景区开

发中比较注意带动贫困村的发展，但仍

有许多景区对带动周边贫困村的开发以

及让贫困户受益缺乏针对性的措施。总

体上看，“吸金”景区带动当地贫困户脱

贫致富的效果并不理想。

三是缺乏精准监测。旅游扶贫的统

计监测制度尚未建立，到底干了多少事，

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定性的多，定量的

少，说不准确。特别是贫困村、贫困户得

到多少好处，带动增收多少，脱贫多少，

没有令人信服的数字。

乡村旅游是化穷乡僻壤为金山银山

的大好事，好事要办好，亟待在精准上进

一步发力。

好事要办好 亟待更“精准”
秾 言

时近清明，大别山里百花绽放。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湖北蕲春县蕲州
镇龙泉庵村游人如织。这个曾经因贫困
而 知 名 的 小 山 村 ， 近 年 来 发 展 花 木
4500 亩，一举成为远近闻名的春季休
闲旅游胜地。

卖点如何发掘

龙泉庵村发展乡村旅游，靠的是龙
泉花海。这里种植樱花、紫薇、桂花、红
枫、红梅。每逢春季，花团锦簇，漫山遍
野，香气馥郁，让人流连忘返，如梦如
醉。23 岁的村民潘杰，以前远赴杭州做
缝纫工，月收入 4000 元，扣除生活费用，
所剩无几。如今他在家门口卖矿泉水，
一天能净挣 100多元。

龙泉庵村有花海，多数贫困乡村则
没有。对贫困乡村而言，能不能发掘到
卖点，事关乡村旅游的成败。国务院扶
贫办主任刘永富认为，贫困地区发展乡
村旅游，卖点在原生态。

湖北浠水县兰溪镇三泉村村民陈
实，就见识过原生态的惊人魅力。他几
年前返乡流转了邻近 4 个行政村 2300
亩农田，原本计划连片种植绿色有机油
菜，不想当年在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却引
来了无数远近游客。陈实受到很大启
发，他决定大力发展油菜花观光旅游，如
今他已建起能住下 200 多人的酒店，带
动了上千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同属大别山区的河南新县周河乡西
河村没有花，但有老房子。由于地处大别
山深处，西河村交通不便，世代受穷，全村
有 115 户 贫 困 户 ，贫 困 发 生 率 高 达
32.97%。幸运的是，由于山高路难、信息
闭塞，西河村仍基本保持着数百年前的传
统古村落的原貌。73 岁的李成秀老婆婆
和老伴在土砖老祖屋里住了一辈子。如
今，这些带着天井、阁楼、飞檐的老屋，被
整修一新，改造成家庭休闲旅馆，生活设
施一应俱全。一座农家小院，可住十三四
个人，单人每天收费90元，整包每天收费
1000元。李成秀老两口负责村里两处公
厕日常卫生，每年能领工资2.4万元。

“乡村旅游帮助贫困人口脱贫的途
径主要有五种：一是贫困户直接参与乡
村旅游经营，如开办农家乐和经营乡村
旅馆；二是在乡村旅游经营户中参与接
待服务；三是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出售自
家的农副土特产品，不仅提高了销售量，
还可提高销售价格；四是通过参加乡村
旅游合作社和土地流转获取租金；五是
通过资金、人力、土地参与乡村旅游经营
获取入股分红。”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吴文
学说。2010 年至 2014 年，通过发展乡
村旅游，全国有 10%以上的贫困人口脱
贫，旅游脱贫人数达 1000万以上。

游客怎么留住

“我国 70%的优质旅游资源分布在
中西部地区、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等贫
困地区。在全国 832 个贫困县中，有
300 多个县属于国家主体功能区的限制
开发县或禁止开发县，经济发展落后，
生态环境良好；在全国 12.8 万个贫困村
中，至少有 50%具备发展乡村旅游的基
本条件。贫困乡村发展旅游潜力很大，
不利因素是基础薄弱，人气需要精心培
育。”刘永富说。

3 月 19 日，油菜花盛开之际，浠水
县兰溪第二届油菜花节也开幕了。当地
事先通过网络媒体广为宣传，组织油菜
花海山地自行车观光赛、徒步寻宝和有
奖征文比赛活动，以聚集人气。活动当
天吸引了上千名远在武汉、鄂州、黄
石、黄冈等周边县市的游客及摄影爱好
者前来踏青采风。人们在油菜花海中拍
照、聚餐，好不惬意。

花季游是乡村旅游的拳头产品，可惜
花期太短暂。国家级贫困县湖北省罗田
县九资河镇徐凤冲村村民周赛珍在家里
开办农家乐，旺季时一天能有二三十桌客
人吃饭，其余绝大多数日子里几乎没有客
人。实际上，淡季过长、过淡，是各地在发

展乡村旅游时普遍头疼的问题。如何争
取常客、回头客，值得好好探讨。

蕲春县的办法是打好人文、保健
牌。蕲春是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故
乡，蕲艾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也
是当地知名的旅游商品。近年来，蕲春
县把发展蕲艾生产、乡村旅游作为精准
扶贫的重点项目，全县 2016 年种艾面
积达 7 万亩，艾叶产量可达 12 万吨。随
着蕲艾产业的开发和健康旅游的深入发
展，艾灸保健养生旅游已成为蕲春一大
消费热点，全县发展艾灸养生馆所 67
家。据蕲春县扶贫办主任谢先春介绍，
通过发展蕲艾养生游产业，蕲春县已有
1000多户贫困户脱贫。

相对于一些乡村旅游开展较好的地
方而言，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湖北
英山县孔家坊乡郑冲村并没有古迹、人
文、花卉等优势。自从 2013 年一个名叫
闻彬军的人返乡创业，开办湖北先秾坛
生态农业神峰山庄后，这里很快成为了
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闻彬军将目标客
户定位为老年人，推出各种特色服务，想
方设法让老年游客留下来、住几天。老
人们在山庄里采摘瓜果蔬菜，参与炒茶、
榨油、做面、打豆腐、打糍粑等传统民俗
活动，睡前享受中草药泡脚服务。自
2013 年 5 月 7 日以来，神峰山庄的“千里
挺进大别山生态循环农业四天三夜体验
游”夕阳红团，已成功组织 515 批次数十
万老人来此体验。来这里的游客四季不
断，人均购物 5000 元以上，极大地带动
了英山乃至大别山周边县市的种养业。

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2014 年全国
乡村旅游人数达 12 亿人次，占整个旅游
市场的三分之一。预计未来 5 年，我国
乡村旅游将接待国内外游客有望突破 60
亿人次。据统计，“十二五”以来，全国通
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了 10%以上的贫困
人口脱贫，旅游脱贫 1000 万人以上。乡
村旅游已成为农村扶贫开发的重要渠
道。乡村旅游潜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资金谁来投入

贫困地区发展乡村旅游前景看好，
但大多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前期投
入耗资巨大。

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
提出：“到 2020 年，全国每年通过乡村旅
游带动 200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扶持 6000 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开展乡村
旅游，实现每个重点村乡村旅游年经营
收入达到 100 万元。”可以预见，未来几
年，乡村旅游在广大贫困地区将得到加
速发展。然而，巨额启动资金从何而来？

春寒料峭中，罗田县九资河镇官基
坪村新屋湾一座座四角高挑的老房子，
在金黄色油菜花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醒
目。新屋湾深藏在大山里，大部分明清
时代的老屋仍屹立着，住着罗姓 35 户人
家。2015 年 11 月，政府斥资 600 多万
元，帮村民修缮老屋。九资河镇党委副
书记彭胜华说，整修工作将在今年 8 月
完成，届时，新屋湾将作为古村落景点开
放旅游。九资河镇圣人堂村紧邻大别山
主峰天堂寨，是元末起义军首领徐寿辉
的故乡，也是通往国家森林公园天堂寨
风景区的必经之路，非常适合发展乡村
旅游。目前，当地政府已投资 300 多万
元，为圣人堂村建起徐寿辉纪念碑，硬化
了村级主干道，建成近 5000 平方米的绿
化广场和停车场，开发出大别山天堂峡
谷漂流等项目。旅游环境有了明显改
善 ，人 气 渐 旺 ，现 在 每 天 可 接 待 游 客
1000 人次。村民肖春花在路边开办农
家乐，去年纯收入 10多万元。

据了解，目前政府部门投入到贫困
地区乡村旅游上的资金，都是从多个项
目整合而来的。“现在，中央扶贫资金和
省里扶贫资金，原则上都下放到县，由县
里来决定具体用途，县、乡、村三级商量
着干。村里报项目，乡里审核，县一级整

合。”刘永富说。
“不过，完全靠政府投入也不行。扶

贫需要政府拿钱，财政资金必须发挥主
体主导作用，但是财政资金毕竟有限。
尽管今年大幅度增加财政扶贫资金投
入，但同时必须多渠道筹集扶贫资金。”
刘永富表示，目前，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已
经出台。凡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要发
展乡村旅游产业，如果缺少启动资金，可
以向村委会提出申请。5 万元额度，3 年
时间。办理相关手续后，银行按国家基
准利率放贷，由政府扶贫资金贴息，免担
保、免抵押。

另一种办法就是社会筹资。龙泉
花海由返乡企业家高卫全斥资数千万
元打造。闻彬军为建设神峰山庄，第一
期就投入了 3000 万元。湖北英山籍企
业家叶柏森手笔更大，他回到金家铺镇
乐冲村创办了丽景生态农业风景区。
景区包括仿古商业街、水上舞台、水上
乐园、水上餐厅、梦幻溪漂流、有机蔬菜
种植园、拉索桥、极限索道等项目，目前
已经试营业。各地发展乡村旅游时，贫
困户入股分红等模式也在积极探索。
西 河 村 就 是 一 种 入 股 合 作 的 模 式 。
2014 年 1 月，返乡企业家张思恩成立西
河农耕园农民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被
村民推选为理事长。合作社遵循修旧
如旧原则，对西河古村进行环境整治和
全面修复，发展民俗农家乐，并通过互
联网把本地有机蔬菜、黄牛肉、山羊肉、
土猪肉送到城市人的餐桌上。去年“十
一”期间，西河村共接待游客 5.2 万人
次，实现总体旅游收入约 50 万元。

“按照‘旅游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
贫开发促进旅游发展’的思路，黄冈市积
极推进乡村旅游与全域旅游、现代农业
园区和美丽乡村建设等有机结合，做好
贫困户参与旅游经营、接待服务、特产销
售、土地流转、入股分红 5 个方面的旅游
扶贫工作，3 年内确保实现旅游产业脱贫
15万人。”黄冈市委书记刘雪荣说。

乡村旅游扶贫如何着力
本报记者 黄俊毅

编者按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已进入攻坚拔寨阶段，发展特色产业扶贫被列为“五个一批”脱贫途径之首。新近发布的“十三

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将实施乡村旅游扶贫等重点工程，实现 3000万以上贫困人口脱贫。那么，乡村旅游扶贫如何着力呢？近日，

带着疑问记者深入县乡村一探究竟。

左图 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河南省新县周河乡

西河村由于山高路

难、信息闭塞，仍基

本保持着数百年前

的传统古村落的原

貌，如今已成为远近

闻名的旅游景点。

左图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湖北

省蕲春县蕲州镇龙泉庵村近年来发展花木

4500 亩，一举成为远近闻名的春季休闲旅

游胜地。

下图 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湖北省英山县的企

业家叶柏森回到金

家铺镇乐冲村创办

丽景生态农业风景

区。图为有机草莓

采摘体验大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