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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举行的 2021 年中国品牌日活动上，

“国潮”一词频上热搜，备受消费者青睐。一款

内里雕刻中国传统纹样、外形极具东方韵味的

花西子粉饼，让人爱不释手；由 800 根卡姿兰独

具特色的双芯口红拼成的“潮”字展陈墙吸引观

众驻足合影留念；逸仙电商旗下品牌完美日记

以 丹 顶 鹤 为 灵 感 ，推 出 动 物 眼 影“ 丹 顶 鹤 ”

盘 ……越来越多的美妆潮品正以各种形式、多

种途径，向消费者展示着美妆“国潮”魅力。

在国货振兴与“国潮”汹涌带来的巨大需求

之下，国妆品牌正迎来转型升级的重大发展机

遇。中国美妆以其特有的鲜活生命力，彰显了

“国潮”姿态和品牌自信。

中国妆内需强劲

近年来，“国潮”渐成美妆行业新内需。“这

种现象的本质源于美妆行业在中国市场份额逐

渐提升，使我们拥有了行业‘话语权’。”《时尚芭

莎》杂志社副社长兼美容版主编董刚一语道破

美妆行业“国潮”兴起的内因。

市场在变化，消费者认知在重构。“国潮”背

后，折射出美妆国货品牌不能只满足消费者对

产品的使用价值需求，更要满足其对于文化认

同和品牌认同的需求。

“如今，年轻一代消费者已经从心底树立起

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自觉，开始对中国品牌和

中国产品产生浓厚兴趣，这无疑给了国货品牌

更多的市场机遇。”国内彩妆大师唐毅如是说。

去年，他在天猫金妆奖期间打造的一款“海棠中

国妆”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

“中国人开始关注中国妆了。”唐毅认为，中

国的美妆品牌和设计师比较了解国内消费者的

需求，“国外美妆品牌虽有优势，但也有弊端。”

比如，国外设计师不太了解中国消费者需求，往

往无法设计出令国内消费者满意的美妆产品；

国际品牌决策链条过长，中国分公司没有决策

权只有销售权，导致投放国内市场的美妆产品

升级更迭较慢。

卡姿兰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唐锡隆表示，当

下美妆国货品牌希望通过国潮彩妆与更多年轻

消费者产生文化共鸣，“唯有深植于民族文化自

信，持续通过品牌创新，才能不断助推中国市场

的消费升级”。

打造高质量精品

当下，美妆国货品牌在化妆品市场的份额

逐步提升。阿里平台美妆行业数据显示，今年4月，

彩妆和护肤品线上网站成交金额共计 168.99亿

元。其中，花西子、完美日记网站成交金额首次

超过国际大牌，位列前两位。

美妆国货品牌头部企业财报数据可以佐

证。2020年，逸仙电商营业收入达 52.3亿元，同

比增长 72.6%；今年一季度，上海家化营业收入

达21.1亿元，同比增长27%。

逸仙电商创始人黄锦峰表示：“目前，集团

正在持续加大研发与品牌升级投入。在继续专

注于创新和质量的同时，努力扩大线下体验店，

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创造更大的价值。”

2020 年，彩妆品牌花西子销售额突破 30 亿

元，在海外的销售额和海外社交平台口碑也一

路走高。

美妆“国潮”之所以广受国内外消费者喜

爱，除了品牌在包装设计、产品工艺等方面广泛

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将其与现代技术、审美

相融合外，在产品品质把控、工艺研发、原料配

比等方面也下足了功夫。

“我们在产品研发的要求上，是比肩甚至高

出一些国际大牌彩妆标准的。”花西子联合创始

人飞慢表示，花西子的产品研发兼顾“慢工雕

琢”与“快速迭代”。“每个新品的推出，都需要调

试养肤配方、打磨产品设计、层层接受考验。”

唐毅于 5 年前创立了自己的彩妆品牌——

彩棠：“中国的美妆品牌需要和消费者一同成

长，随着消费者需求日益提升，产品品质会不断

提高。只要坚持打造高质量美妆精品，美妆‘国

潮’终有一日将引领全球美妆新风尚。”

稳住市场有门道

69岁的严玉芬和老伴在安徽安庆市大观区

经营着一家名为“南国洗化”的小铺子，不足 10

平方米的店内陈列着“友谊”牌护肤脂、桂花味

香水、雅芳面霜等几十种老牌国货。这家 30 年

来专卖国货洗化产品的小店在今年“五一”假

期，成为当地的“网红店”。

老国货虽然能勾起人们儿时的回忆，但在

消费需求不断提升的今天，国妆仅靠“回忆杀”

是无法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的。

“只有不断从原料、渠道、研发等全产业链

各个方面整体向前发展，美妆‘国潮’才能迸发

出无限活力。”唐锡隆表示，“目前卡姿兰已在国

外布局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用以支撑国际化、

多品牌发展布局。集团在坚持彩妆赛道不变的

前提下，将推出多个全新品牌，满足不同消费者

需求。”

天猫快消事业部总经理激云透露，天猫美

妆 3 年业绩翻番的目标，只用 2 年就提前达成

了。去年，天猫快消行业多了 1 亿新消费者。

2021年，天猫美妆计划入驻2000个新品牌，孵化

超20个破亿元的美妆品牌。

对此，黄锦峰认为，美妆“国潮”热让国货在

化妆品行业市场上越站越稳，“随着品牌生产研

发能力、供应链整合能力、品牌打造力不断夯

实，未来极有可能在中国市场上诞生一些百亿

元级的美妆品牌，与国际品牌抗衡”。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国内美妆品牌

“孵化”速度持续加速，行业竞争必将加剧。唐

毅表示：“行业的良性竞争将有利于产品质量快

速提升，但也对产业链上下游提出了更高要

求。美妆产品原料配比、成本和售价等都需要

达到平衡，企业才能维持有效运转，生产出高品

质的产品。”

“在经验的积累、硬实力的支撑、跑通的商

业模式助力下，快速‘孵化’的品牌或产品，也是

可以走得又快又稳的。”黄锦峰说。

在“国潮”席卷之下，我国美妆行业面临前所

未有的机遇，但想站稳脚跟也并非易事。唯有行

业上下齐头并进，方能共同迈向高质量发展。

国人爱上中国美妆

带着中国风元素的李宁服装登上了纽约时装周，

完美日记、花西子、润百颜等国潮美妆品牌快速成长，

华为、小米、OPPO和 vivo四大国产手机品牌占据市场

主导地位，五菱宏光MINI EV国内销量超特斯拉……

种种迹象显示，国潮品牌火了。近日，人民网研究

院联合百度发布的《国潮骄傲搜索大数据》显示，10年

来国潮的关注热度增长了 528%。国货的关注度从

2016年的45%提高到2021年的75%。

国货数码、国潮服饰、国货美妆、中国美食等行业

频频成为热门话题。国内经济发达地区更看好国潮品

牌，年轻一代特别是“90 后”成为对国货、国潮最为关

注的群体。

人们发现，新一轮国潮热并非简单出自情怀，真正

的原因是国货新品正建立稳定的供需关系。

供应方面，“中国制造”升级是国潮热的基础。“中

国制造”已经进军全球中高端产业链，“中国质量”正在

大幅度提升。需求方面，消费回流让高品质国货赢得

市场。尤其是接过消费主力棒的“90后”，是以一种平

视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不会对西方品牌盲目崇拜，

反而多了使用“中国制造”的自豪感。

于是，众多品牌纷纷加快在市场排兵布阵。现阶

段的国潮更有民族文化与科技潮流加持，中国品牌、中

国文化以及中国科技开始引领新趋势。

国潮姓“国”。企业需要深挖传统文化内涵，挖掘

和表现当代中国积极的文化特征。要在深挖中国传统

文化内核基础上，结合年轻消费者对时尚的追求，让产

品、理念、技术等构成元素与时俱进，不断引领新风尚，

让中国创造、中国文化、中国元素成为市场热点。

国潮要“潮”。潮流是动态的，要让潮流兴起和流

传，不能成为市场“过客”。企业需要细分人群，关注消

费新动向，以此推进产品变革与模式创新。实惠产品

看价格，耐用刚需看质量，有趣个性看品牌。在这样的

消费特点驱动下，“90后”推动着各大品牌与平台不断

迈出年轻的步伐，唯有跟上新需求，才能与年轻消费力

同频共振，不仅要“潮”起来，更要“潮”下去。

此外，从销售渠道来讲，下沉市场仍有增量红利。

当前，下沉市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都处于上升通道，

且明显优于一二线城市。品牌要深耕下沉市场，打造

“线上+线下”生态闭环，进行渠道升级。

不可忽视的是，当前的国潮热仍然存在一些问

题。如市场上产品良莠不齐，一些企业创新不足全靠

模仿，此外，国货在材料和制造工艺方面还有很大提升

空间。要让国潮不退潮，需要各行各业发挥创新精神

和工匠精神，在科技、制造和质量方

面取得突破，让中国品牌成为人们

心目中高品质产品的代名词。

在前不久举办的 2021 世界超高清视频

（4K/8K）产业发展大会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研究院联合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共

同发布了《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白皮书（2021

年）》。《白皮书》显示，2020 年，我国超高清视

频的生产、网络传输、终端呈现、核心元器件、

视频服务等环节直接的销售收入超过了 8500

亿元，带动垂直行业硬件销售和应用规模超过

9300亿元，总规模达1.8万亿元。

超高清视频是视频技术继模拟、标清、高

清后新一轮代际演进。加快发展超高清视频

产业，不仅能够持续带动直播设备终端产品、

显示面板、芯片等产业链的整体换代，更能加

快数字技术突破，拉动双千兆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内容繁荣和应用创新，形成万亿元级

新兴产业集群。

“目前，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本土化步伐

加快，终端与网络超前普及，消费生活信息基

础设施逐步完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

究院院长张立介绍，终端方面，国内零售的 4K

超高清电视渗透率已经超过了 70%，8K 电视

成为各厂商的旗舰标配；网络方面，双千兆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速，截至 3 月底，百兆

以上接入速率用户总数达4.51亿户，约占固定

宽带用户总数的 90%，千兆接入速率用户达到

945 万户，5G 终端用户达到 2.85 亿，全国高清

和超高清有线电视实际用户数量突破1亿。

作为在高清显示终端领域深耕多年的从

业者，TCL 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认为，超高

清视频在分辨率、宽色域、高动态范围等多维

度同步提升，能够大幅改善观看体验，备受消

费者青睐，“2020 年全球 8K 电视销量达 20 万

台，预计今年8K电视销量可能达100万台”。

虽然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已形成终端先

行、频道建设稳步推进、行业应用初步兴起的

良好态势，但行业整体发展仍面临核心技术研

发能力不强、行业标准体系不完善、商业模式

尚未成熟、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等短板。“超

高清视频产业链中的许多关键设备和元器件

目前尚无法实现自主供应。”李东生说，以显示

面板为例，LCD 的前段阵列制程设备全部进

口 ，OLED 除 个 别 模 组 设 备 外 全 部 进 口 ，

OLED的关键材料基本进口，显示面板产业大

而不强的局面需尽快破解。

为此，李东生建议，应通过整合龙头企业、

科研院所等优势资源，加强产学研合作，加速

高性能存储芯片、超高清图像传感器等关键核

心元器件的技术突破。同时，要进一步拓展第

三代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应用的广度

和深度，攻关新一代视频编解码技术。

“频道内容的数字版权保护事关超高清视

频产业健康规范发展。”张立表示，随着高品质

音视频内容供给日益增长，国家数字版权保护

标准将加快制定，与内容制作标准、终端呈现

标准协同构建内容生态体系，集产品的生产、

集成、认证、交易为一体的数字版权服务将进

一步完善。

超高清视频须补短板
本报记者 李芃达

日前，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披露了

2020年度和 2021年一季度财务决算。如何看待

这份成绩单，数据背后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有

何亮点？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从总量上来看，2020 年，国家铁路发送旅客

21.7亿人次，同比减少14.1亿人次，下降39.4%。国

铁集团总会计师、党组成员杨省世介绍，铁路客流

量出现大幅下降，主要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所致。

从整个交通行业来看，2020年全社会完成营业性客

运量96.7亿人次，同比下降45.1%，走势基本相同。

由于疫情导致客流减少，客运收入大幅下

降，铁路旅游、酒店、商贸等非运输收入也同比减

少，国铁集团全年亏损 555 亿元，同比增亏 580

亿元。

疫情带来的冲击是暂时的，铁路未来发展仍

具有巨大空间。随着经济形势好转，铁路营收逐

渐恢复，2021 年一季度，国家铁路完成旅客发送

量 5.3亿人次，同比增加 1.5亿人次，增长 40%；国

铁集团实现收入 2270 亿元，同比增加 372 亿元，

增长 19.6%，铁路经营形势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

好的良好态势。

疫情的冲击促使铁路部门加强了内部管理

和成本控制。“2020年，国铁集团加强全面预算管

理，削减一切非必要、非急需、非刚性支出，节支

创效1130亿元。”杨省世说。

与客运量下降不同，铁路货运量逆势增长，

2020 年，国家铁路发送货物 35.8 亿吨，同比增长

4.1%。而同期全社会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463.4亿

吨，同比下降 0.5%。一方面说明铁路的经济增长

“火车头”作用更加凸显，另一方面也说明交通运

输结构有了进一步优化。

杨省世表示，2020年铁路深入开展货运增量

行动，积极承接“公转铁”货源。铁路货运量占全

社会货运量的比重由 2016年的 7.7%提高到 2020

年的 9.6%。今年一季度，国家铁路发送货物 9.2

亿吨，同比增加1亿吨，增长12%。

“2020年，国铁集团科学有序推进铁路建设，

充分发挥了稳投资作用。”杨省世说，2020 年，全

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7819 亿元，较年初安

排增加 719 亿元，超额完成铁路投资任务，既在

稳投资中发挥积极作用，又有力促进了相关产业

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释放出铁路建设的

红利。

此次财务决算中，铁路负债的数据也十分引

人关注。近年来，铁路建设投资保持高位运行，

截至 2021年一季度，国铁集团累计负债 57595亿

元。杨省世表示，铁路负债主要是建设投资负

债，与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经营性负债有着本质不

同，其对应的是优质资产。铁路客货运输、多元

经营市场和现金流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综合分析研判，国铁集团债务风险稳定可控。

不过，5 万多亿元的庞大债务中蕴藏的风险

也不能掉以轻心。杨省世说，国铁集团深入实施

货运增量行动和客运提质计划，努力提高经营活

动现金净流入；统筹用好各种融资方式，加大资

金筹集力度，努力降低融资成本；强化资金集中

管理和统筹运用，推动企业降本增效；建立完善

债务风险防控管理制度。从数据上看，这些措施

取得了一定成效，2020年末国铁集团资产负债率

为65.63%，较2019年下降0.35个百分点。

铁 路 公 布 一 季 度 成 绩 单
本报记者 齐 慧

但愿国潮更壮观
刘 瑾

上图上图 在完美日记线下门店在完美日记线下门店，，消费消费

者正在选购产品者正在选购产品。。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下图下图 在第三季在第三季““有间国潮馆有间国潮馆””主题主题

打卡墙区域打卡墙区域，，一幅由一幅由 800800根卡姿兰口红拼根卡姿兰口红拼

成的成的““潮潮””字字，，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留影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留影。。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版编辑 黄晓芳 陶 玙 美 编 倪梦婷

□ 本报记者 祝君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