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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草种草””，，就是把一种物品推荐给另一个人就是把一种物品推荐给另一个人，，让另一个人喜欢这种物品的过程让另一个人喜欢这种物品的过程。。““种草消费种草消费””作为作为

一种新的消费业态一种新的消费业态，，对于提高消费者的决策效率对于提高消费者的决策效率、、提供更多科学合理的选择提供了便利提供更多科学合理的选择提供了便利，，但但““种草种草””

也面临着被玩坏的风险也面临着被玩坏的风险。。““网红网红””推荐低劣产品甚至是推荐低劣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三无产品””的现象时有发生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因此，，消费者消费者

““拔草拔草””时时，，还要保持理性消费还要保持理性消费，，避免避免““掉坑掉坑””——

“网红”推荐“粉丝”埋单的消费趋势愈发明显——

你被“种草”了吗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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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资金净流出规模扩大

65岁以上不能购汇？外汇局表示：

个人购汇政策无变化
本报记者 陈果静

北京时间 6 月 4 日，一名中国
“90 后”投资者以 456 万余美元 （折
合3153万元人民币），拍下了与投资
大师沃伦·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
创出这一慈善午餐竞价的历史新高。

从 2000 年开始，慈善午餐竞拍
价格几乎连年创新高，今年更是从
起拍价 2.5 万美元直达 456 万余美
元。天价午餐为何如此吸引各国投
资者？

不同的竞拍者对天价午餐的理解
不同，魅力的内涵自然有异。有人
说，天价午餐的魅力更多的是炒作和
营销的噱头，并无实质意义；有观点
认为，天价午餐可用作向巴菲特推荐
股票，自己预先“埋伏”的良机；还
有人主张，天价午餐可作为巴菲特与

虚拟货币行业者沟通交换意见的桥
梁。

这些观点看似有道理，甚至有些
还被之前的竞拍者成功实践并获利，
但这是巴菲特慈善午餐的真实魅力所
在吗？

巴菲特一生钟情于投资自己看得
懂的股票，把股票投资当做一门生
意。他认为，做投资就是要选择一门
好生意，与短期的价格波动无关。向
这样一位投资大师学习的机会，理应
是午餐竞拍者真正的需求。用巴菲特
的老师格雷厄姆的话说，在投资中，
越变化，越能显现不变的事。

数十年韶光逝去，当市场的各类
骗术、营销术、话术已经来来回回变
了多少次，巴菲特的投资理念仍然在
那里，一如他本人坐在午餐桌前等待
来者。

巴菲特的投资理念集中于投资、
成功和品德3个方面。在投资中，他

有3句话脍炙人口。第一句：当别人
恐惧时贪婪，当别人贪婪时恐惧。这
大概是巴菲特最著名的一句投资格
言。上世纪 90 年代末，美国科技股
一度涨上天，一些财报并不佳的科技
股票顺势一路上涨。巴菲特表示自己
看不懂科技股的行情，认为许多股票
并没有价值而拒绝持有，最终躲过了
科技股大崩盘。

第二句：当潮水退去，就会知道
谁在裸泳。这句话说明，巴菲特时刻
懂得，风险比收益更重要。在“牛
市”的泡沫下随便买股票都能赚钱，
但是到“熊市”的时候，就知道谁没
有防范风险的意识了。

第三句：价格是你需要付出的，
而价值是你得到的。巴菲特认为这是
商业的本质，应时刻谨记。股价的上
涨是因为公司具有持续盈利并不断扩
大的价值，否则迟早会下跌。

除了投资，巴菲特最难能可贵的

地方是教给投资者做人和成功的道
理。关于品格，巴菲特有言：只要5
分钟，就能毁掉建立了 20 年的名
声。如果你能这样想，做事就会大有
不同。诚实做事一直是巴菲特的处世
准则，这或许也是他在投资界屹立不
倒的原因。关于成功，巴菲特说，我
衡量成功的方式是有多少人爱我。显
然，在巴菲特眼中，成功的定义并不
只有身价和数字，而应该做个可爱并
且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走笔至此，普通投资者可能已经
对天价午餐的真实魅力有了了解。抛
开天价午餐和虚拟货币等噱头不论，
巴菲特更令人敬佩的是这位已近耄耋
之年的老人早已将 19 年来拍卖午餐
的 3000 多万美元捐款用作慈善，做
人的境界可见一斑。也许，较之做投
资和集聚财富，天价午餐的真正魅力
应是教给投资者做人和积累品德的道
理吧。

有媒体报道称，一位网友
因年龄超过 65 岁，无法在银
行换汇。就此，记者采访了多
家银行，其工作人员均表示，
个人购汇不受年龄限制，境内
居民个人每人每年等值5万美
元 的 便 利 化 购 汇 额 度 没 有
变化。

近期，的确有个别无理拒
绝客户购付汇的事件，针对这
一情况，国家外汇管理部门进
行了调查，发现此属个别银行
个别网点的做法，并约谈了该
银行，责令其立即整改，并举
一反三，避免再次出现类似
情况。

据银行工作人员介绍，目
前境内居民个人购汇政策与过
去一样，没有任何变化。根据
现行外汇管理规定，境内居民
个人每人每年等值5万美元的
便利化购汇额度，可以凭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到银行办理。

根据现行政策，境内居民
个人年度便利化额度内的购
汇，可用于经常项目和已经开
放的资本项目，包括因私旅
游、境外留学、境外就医等，
但不得用于一些尚未开放的资
本项目，比如境外房地产投
资、证券投资、购买投资性保
险等。

“个人真实、合规的购付

汇不存在任何障碍。”银行工
作人员介绍，5万美元以内的
购汇，个人可选择在柜台或通
过网上银行渠道办理；对于超
过5万美元便利化额度的，提
供有交易额的真实性证明材料
后也可办理。个人购汇后也可
将外汇汇出，当日汇出不超过
5万美元的，凭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在银行办理；超过5万美
元的，提供有交易额的相关证
明等材料在银行也可办理。

也就是说，个人合理的用
汇需求是有保障的，但对一些
异常、可疑的购付汇行为，银
行和监管部门也会进行调查，
对于非法买卖外汇等违法违规
活动，外汇局也在加大打击
力度。

根据反洗钱、外汇管理等
有关规定以及银行内部业务规
则，银行会依据客户的风险等
级进行分类管理，对一些异
常、可疑的购付汇主动开展尽
职调查，包括要求购汇人提供
一些证明材料。如果购汇人提
供的材料不能说明购付汇真实
合法，银行可以拒绝办理。

外汇局近期公布的相关案
例中，就有因私自购买外汇被
处罚款 2497 万元，并纳入央
行征信系统的案例。因此，建
议境内居民应通过正规渠道办
理个人购付汇业务，更要珍惜
自己的信用记录，既不要把自
己的便利化额度借给他人使
用，也不要借用他人的额度。

业内专家表示，近一段时
间，人民币汇率有所波动，但
有换汇需求的个人也不必焦
虑。记者从国家外汇管理局了
解到，目前，个人结售汇形势
保持基本稳定，5月份，个人
买入外汇同比下降约 20%，
个人卖出外汇同比上升 16%，
显示个人对人民币汇率有信
心。从银行办理业务情况看，
近期市场情绪也基本稳定，虽
然人民币汇率有所波动，但近
期换汇业务量与前期没有太大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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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随着“6·18”
的来临，面对琳琅
满目的商品加上各
种优惠，相信很多人已
经开始往购物车里添加商品
了。对于定位相似、价位也大致相同
的产品，到底该选择哪个品牌呢？靠
经验？靠广告？还是靠口碑？现在有
一个新途径，就是靠“种草”。

什么是“种草”

“种草”可不是拿起锄头，栽花栽
草，此“草”非彼“草”。所谓的“种草”
是网络流行词，简单来讲，就是把一种
物品推荐给另一个人，让另一个人喜
欢这种物品的过程。

近段时间，卖口红的“网红”博主
李佳琦就依靠“种草”火了起来，通过
直播方式进行口红试色，一句“Oh
My God”，惹得众人纷纷剁手，其推

荐的一些色号甚至卖断货。作为淘宝
直播的美妆带货达人，李佳琦在入驻
抖音仅两个月的时间里，火速吸粉
1400 万，并给自己的淘宝直播带粉
100多万。

这便是“种草”。““草草””本身就有普本身就有普
遍遍、、遍布的意思遍布的意思，，而且极易生长而且极易生长，，在在““网网
红”“达人”的推荐下，相关商品可以直
达粉丝，更深入地挖掘消费潜力。

《2019 年中国消费趋势报告》提
炼出10大消费趋势，“种草消费”便是
其中之一。在生活中，看到“网红”推
荐的口红不错，就想着去买；朋友圈里
朋友或是微商身上穿的衣服好看，赶
紧要来产品链接；看到直播平台的广
告，按捺不住又下单……可以说，“种
草”与“拔草”（实施购买行为）已经成
为一种火热的消费现象，渗透进生活
的各个场景。

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艺术学教师刘
俊博士说，“种草消费”属于推荐性消
费，其实并非新现象，只是在新媒体传
播的当下，我们对这种现象有了新的
命名和认识。

据上述报告介绍，“种草”最早流
行于各类大小美妆论坛与社区，多是
各方面达人的自发推荐。在移动互联
网的带动下，“种草”广泛发展到社交
媒体上。“种草”的形式也颇为丰富，从
图文、直播到短视频，甚至很多电商平
台也开设“种草”入口，打开主流电商
购物 APP 首页，就会发现除了商城、
购物车，还有平台专门给用户腾出来
的“草地”。“种草”行为也由自发推荐

转变成商业行为，企业利用粉丝效应，
对其产品进行推广宣传。

为何能风靡

“每次看到博主推荐的一些好物，
我就很心动，会忍不住下单。”小璐是
个职场新人，下班后就喜欢宅在家里
玩手机，看朋友圈、刷微博。在社交软
件上，她关注了不少时尚博主，这些博
主推荐的东西都深受小璐喜欢。“他们
一般都有网店，我会到店里看看，每次
都忍不住下单买上一堆……”

如今，“网红种草”“粉丝”埋单的
消费趋势已愈发明显，尤其在青年群
体中更受欢迎。《种草一代·95后时尚
消费报告》将“95 后”称为“种草一
代”。“95 后”成长于社交媒体高度发
达的环境中，分享意愿较高，具有很强
的品牌传播力和“种草”能力，其中
41.8%的“95后”会向亲友推荐好用的
品牌，超过30%的“95后”会转发有用

的 资 讯 、教 长 辈 如 何 使 用
APP。

作为一种新的消费业态，
“种草消费”正引起越来越多人
的关注。像任何一种新兴事物
一样，“种草”的风靡也有其深

层原因。
刘俊认为，一方面，新媒体发展带

来信息冗余，我们因为忙碌而导致注
意力匮乏，在消费时难以对很多商品
有全面了解，所以，依赖他人的经验推
荐，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很多
年轻消费者会与别人共享消费偏好和
消费信任，社交圈成为获取消费信息、
了解产品口碑、取得购物优惠以及探
讨消费体验的主要渠道，而这种分享
和推荐也更能刺激购物欲望。

另一方面，新媒体带来的“泛社交
化”现象，使得“种草消费”有了更大、
更广阔的平台。当前的商品信息传播
中，商家和平台越来越自觉地使用新
媒体，植入微信、微博、抖音等各类具
有社交性的手机客户端，进行网络社
交化“导流”。当这些手机软件成为我
们日常生活中的“刚需”时，“种草”的
可行性、可能性、常态性、渗透性也便
相应地增强了。

据美逛发布的首份“种草大数
据”，83%的年轻消费者购买决策主要
影响因素来自于身边及各平台的“网
红”“达人”的“种草分享”。在社交媒
体上，“明星带货”已成为常态，粉丝们
更乐意购买“种草”明星所代言或推荐
的产品，对于他们的推荐，粉丝们几乎
不会错过。更夸张的是，有时候需求
是可以制造出来的，比如，你本来不需
要某样东西，但看了“网红”的卖力直
播，夸张的表述、魔性的推销触发情绪
点，说不定就会买买买！

另外，移动支付让消费路径大大
缩短，从“种草”到“拔草”可能就是
动动手指的事儿。有网友说，最
怕听到“亲测有效”，还有网友戏
称，钱只是换了一种形式陪在
自己身边。

“拔草”须谨慎

“种草消费”对于提高消
费者的决策效率、提供更多科
学合理的选择提供了便利，但

“种草”也面临着被玩坏的风
险。

首先，随着“种草”现象越来
越普遍，行业乱象也逐渐暴露出来，

“网红”推荐低劣产品甚至是“三无产
品”的现象时有发生。有时候，连东西
都没用过就敢吹捧上天，虽然赚了蝇
头小利，但是却破坏了市场的秩序。

其次，“分享一波能提升幸福感的
好物”“王牌系列，好用，一生推”……
一系列夸张的描述极易引发冲动消
费。但是等消费者买回来一试，才发
现有些根本不适合自己，退呢，又退不
回去，最后只能默默放在角落里吃灰。

再次，有媒体揭露，一些打着“亲
测”旗号的“种草”笔记背后，其实存在
着大量的代写代发团队，他们根据一
些商家的需求，编出有亲身体验感受
的虚假“种草”笔记，发布在社交平台
上，还宣称可通过技术手段刷粉、点
赞，让相关笔记冲上热门，以达到宣传
目的。这些虚假的、毫无根据的信息
不知道欺骗了多少用户。这样的“种
草”，不仅是对消费者的欺骗，也是对
网购环境的伤害。

“种草”千万种，“拔草”须谨慎。
“拔草”前要多看几个平台的介绍、更
多网友的评论，还是那句话，草可以
种，好东西要买，但无论是“种草”还是

“拔草”，都要保持理性消费，避免“掉
坑”。

刘俊建议，对于“种草”产生的风
险，还要关注顶层设计，从政策方面对
平台、商家、各类信息推送机构都做好
约束，对其中的虚假宣传零容忍，把好

“种草消费”的质量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