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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一 时 期 的 消 费 潮

流，往往反映了一些群

体的生活方式、审美趣

味、消费倾向，蕴含着

消费市场不停变化着的

需求和潜力。从潮流时

装、美妆到“国潮”文

创、餐饮，再到如今潮

流玩具备受追捧，都是

我国经济、文化快速发

展 ， 消 费 市 场 不 断 拓

展，青年消费持续增长

的必然结果。

时 至 今 日 ， 为 个

性、趣味和原创力买单

这件事，早已突破了出

生年代的时间限制，玩

具消费更不再是孩子们

的专属。在衣食住行等

传统消费层面得到满足

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人

追求着求新求变的个性

化消费。有人调侃，当

代青年人买潮玩、开盲

盒，与不少中年人收藏

文玩、盘弄核桃的心态

竟是如此相似。但与之

不同的，是青年人对于

原创的态度。生长于变

革潮流和互联网时代的

新一代消费者，既是潮

玩和相关创新产品的购买主力，同时也身负创

造和引导该产业发展的天然禀赋与使命召唤。

从设计端到 IP 运营，从生产线到销售渠道，处

处闪现着中国青年的身影，“中国潮玩”的发展

之路，亦是青年人不断求新求变的创新之路。

纵观全球，玩具消费市场历经潮起潮落，

屹立不倒的大多仍是国外大品牌，“中国潮玩”

如何才能异军突起？最关键的，是保护“中国

潮玩”的原创力。原创力，是中国自有品牌得

以生生不息发展的生命力，也是对广大消费者

的吸引力，以及他们持续购买的原动力。

为此，商家决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忽略潮

玩的创意和品质，一哄而上一味仿制，既搅乱

了市场环境，也辜负了消费者期待。其次，在

潮玩产业化程度有待发展的情况下，更多生产

端要从为欧美、日韩潮玩品牌代工寻求转型，

寻找合适契机，进一步拓展更多属于“中国潮

玩”的生产线，与优秀的设计师和 IP 品牌联手

打造更加成熟的产业链。此外，要保护原创

力，就必须立规矩。潮玩设计端、IP 端、生产

端、销售端需共同制定行业标准、形成监督机

制、保护原创成果、鼓励创新创造、洞悉客群

趣味、刺激市场发展。

“中国潮玩”市场的建立和完善，绝不在朝

夕之间。伴随“潮起潮落”而来的，定是关乎

原创力的优胜劣汰。

“我接触潮玩有几年了，从最开始抽盲盒

到现在收藏手办、模型。之所以会进入潮玩这

个圈子，我觉得是因为在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

定程度后，对精神生活有了一定追求，这些盲

盒和手办可爱的设计非常能抓住我的心。”来

自北京丰台区的潮玩爱好者谢若琳对记者说。

潮流玩具，简称“潮玩”，又称艺术玩具或

设计师玩具，由设计师创造 IP 形象，赋予其意

义，并将它们立体呈现。如今，潮玩在我国已

经受到众多消费者的青睐，个人工作室和企业

都在涌向这个新生行业，并具有了一定规模。

行业标准亟待出台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潮流玩具市场增

速已经超过了全球水平。过去 5 年，中国潮玩

市场规模上涨近 3.5 倍，达 207 亿元，年复合增

速达 34.6%。预计未来 5 年市场将突破 763 亿

元，2030年将突破1100亿元。

所乐工作室设计师八尾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潮玩现在在我国非常火热，但目前市

场泡沫化和同质化问题较为严重，从去年疫情

期间开始的过度营销，对玩家和整个市场都会

有不良影响，期望在未来可以回归理性消费。

同时，新兴事物在大众心里的审美建立也需要

一个过程。

“其实潮玩不单单是指盲盒，但是作为消

费者，我觉得现在潮玩市场就是一种‘万物皆

盲盒’的状态，只要是能够吸引消费者的物件

都可以‘盲盒’，甚至是一些滞销品都拿出来跟

盲盒的风，我觉得这样是在污名化潮玩这个领

域，需要有相关标准出台维护潮玩行业的健康

发展。”谢若琳说。

线下店铺人满为患、潮玩展演大排长龙、

限量玩具线上千万人参与抽签……随着生活

水平的逐渐提升，人们对于潮玩的需求呈现激

增态势。但潮玩族创始人兼 CEO沈振宇指出，

我国潮玩行业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有一些

问题亟待改进。比如潮玩爱好者不能很方便

地买到正版玩具，潮玩品牌很难找到目标消费

者，新的潮玩设计师缺乏崭露头角的机会等。

潮玩族在做的工作就是试图解决上述问题，服

务更多爱好者和潮玩品牌。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潮玩行业尚存在一些

行业乱象，一是公众目前对整个潮流玩具行业

的认知较为浅显，对行业的特征、时代文化意

义缺乏了解，阻碍了行业的健康长远发展；二

是损害知识产权现象时有发生，缺乏针对 IP、

潮流玩具的知识产权相关保护政策，跟风模

仿、盗版、雷同设计产品时有出现，损害了版权

方的利益和设计师的创作热情；三是缺乏统一

标准，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假冒伪劣、不达标

或“三无”潮玩产品流入市场，损害消费者权益

以及整个行业的美誉度。期待未来相关部门

可以指导成立行业协会，制定行业标准，推动

潮玩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原创IP需多元化

据《2021 年第一季度中国潮玩行业发展现

状及市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中国潮玩行业

占全球比例从 2017 年的 11.18%增长到 2020 年

的 19.17%，有望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潮玩消费的

核心市场之一。从消费群体来看，潮玩消费以

年轻人为主，95 后是潮玩市场消费的主力军，

消费占比达到 45%左右。数据显示，2019年，95

后购买潮玩手办的费用同比增长 189.7%，而

2020 年，95 后成为盲盒的重要消费用户，占比

近4成，为38.4%。

“潮玩市场现在一年大概有百亿元的规

模，如果把手办雕像和乐高之类的玩具算进

去，那就更大了。目前盲盒或者设计师玩具的

潮玩更多还是以年轻女性购买为主。而对于

品牌方来说，想要挖掘市场潜力一定要近距离

贴近用户、了解用户。满足消费需求的前提是

发现需求。”沈振宇认为，相信今后越来越多的

商家会往男性向以及更低龄的儿童向发展，这

会给行业发展带来更多可能性。

作为中国最大的潮玩社区和交易平台，潮

玩族平台上拥有几百万核心玩家，许多潮玩品

牌首选在平台上进行新品首发、新品市场测试

等。为了进一步满足当下年轻消费者多元的

消费需求，孵化更多潮玩 IP，潮玩族平台还举

办潮玩选秀活动，由玩家自己创作、明星导师

挑选优秀设计，最终通过众筹的方式让优秀的

潮玩生产出来，正式“出道”。

“目前潮玩行业整体受玩家市场影响较

大，年轻一代之所以热衷潮玩恰恰是因为潮玩

可以彰显其个性和扩大兴趣。”八尾说，抓住消

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最重要的依然是强化

品牌辨识度和产品个性，“品牌保持长久的独

特性，才能吸引同样独特的玩家。”与此同时，

从周边化、艺术化等多维度进行创作，也可以

发掘不同层次的玩家消费需求。

培育潮流文化生态

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潮玩相关企业年注

册量首次超过 100 家。2020 年我国新增 260 余

家潮玩相关企业，目前我国至少有 800 家企业

的名称含“潮玩”“潮流玩具”等关键字。受市

场前景吸引，国内企业不断布局潮玩市场，盲

盒经济迅速崛起，而如何做大做强我国潮玩行

业成为摆在众多“潮玩人”面前的巨大挑战。

八尾认为，应该坚持自我，加强品牌经营

理念，强化传统文化特征并尽全力输出。如果

在运营和创业政策方面能够得到更多扶持，相

信潮玩行业可以更加快速发展。

“最重要的还是供应链和设计，虽然现在

的潮玩产业供应链技术上相对成熟，但还是经

常有工厂出现产能不足的问题。”沈振宇告诉

记者，在设计方面，例如近几年崭露头角的国

潮潮玩，就是结合了一些传统元素的原创设

计，在广大消费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吸引了更

多新玩家入局。

一些企业表示，优质的 IP及设计师是潮玩

行业的核心资源，未来希望在人才培育上给予

更多投入，吸引更多优秀设计师进入行业。同

时积极挖掘不同文化中的优质内容，尤其是将

中国传统文化与潮玩 IP相结合，探索潮玩 IP的

深层价值，推出更多有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的

产品。

过去几年间过去几年间，，通过在不断开设品牌门店通过在不断开设品牌门店、、

创新机器人商店创新机器人商店、、举办亚洲最大的潮流玩具展举办亚洲最大的潮流玩具展

等方面努力等方面努力，，国内潮玩行业逐步搭建完善了基国内潮玩行业逐步搭建完善了基

础设施础设施，，建立了潮玩品类的架构建立了潮玩品类的架构，，吸引了众多吸引了众多

设计工作室设计工作室、、企业入局企业入局，，促进了整个行业和文促进了整个行业和文

化的繁荣化的繁荣。。一些企业表示一些企业表示，，未来将致力于打造未来将致力于打造

以以 IPIP 为核心的潮流文化生态为核心的潮流文化生态，，在乐园在乐园、、影视内影视内

容容、、游戏等领域加速布局游戏等领域加速布局，，并通过并通过 IPIP跨界联名跨界联名、、

空间授权等持续不断的运营保持潮玩生命力空间授权等持续不断的运营保持潮玩生命力，，

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超市里琳琅满目的食品来自不同的生产企

业，怎么保证安全？秘密就在很多人不曾留意

的一行数字上——某品牌夹心饼干产品标准

号：GB 7100；某品牌牛肉干产品标准号：GB/T

23969。这些数字分别代表了饼干和肉干的

国家标准。

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 1366 项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涵盖指标 2万余项。仅 2020年以来，

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就

联合发布 97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这些国家标

准对食品的原料、辅料、外观、营养元素、添加

剂、微生物等指标做出了详细规定，为食品安全

提供了基础性制度保障。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食品标签应通俗易

懂、清晰醒目、易于辨识，不得标示虚假信息，误

导消费者。以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为例，标签

规定不仅涵盖名称、声称、配料表、营养成分表

等规范标注的要求，还强调不得含有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规定以外的其他功能声称。目前，婴

幼儿配方奶粉标签不会再出现“益智组合”“智

立方”“天赋宝贝”等误导性内容，“进口奶源”

“有机牧场”等模糊性词语也一律予以规范。

多年来，我国一直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追溯

机制。近两年，这项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苏州市开发了食用农产品溯源一码通监

管平台，为每笔交易附上信息二维码，扫一扫就

可查溯源证明、检测证明。”江苏省苏州市市场

监管局食品经营处二级主任科员钟军介绍。目

前，苏州已有 2734 家涉农生产经营单位接入监

管平台，注册并产生数据的经营主体将近 1 万

家，涵盖大型连锁超市、中央厨房、学校食堂等

重点涉农经营单位。

今年 4 月举行的全国市场监管系统食品安

全工作会议指出，要实施智慧监管、信用监管，

督促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目前，各地纷纷探索

完善食品安全追溯工作。福建省“一品一码”追

溯平台已联通对接农业农村、海洋与渔业、市场

监管、海关以及企业、协会、第三方机构等追溯

系统，共计 16.12万家食品生产经营主体注册入

驻平台。浙江省出台《关于推进“浙食链”系统

建设应用的实施意见》，布局全省食品安全全链

条闭环管控体系建设。广州市开发应用食品生

产全过程动态监管平台，实现“两个整合”（企业

基础数据和监管基础数据）“两个追溯”（企业正

向和逆向追溯、全市物料供应商追溯）。

各地的探索创新为国家层面构建和完善食

品安全追溯“一张网”奠定了基础。疫情防控期

间，市场监管总局推动建成进口冷链食品追溯

管理平台，为覆盖全国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提

供借鉴。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积

极研发追溯管理系统，形成全国食品追溯一张

网，织就从农田到餐桌的安全防护网。

2021 年 1 月举行的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

上，市场监管总局提出探索建立以信用为基础

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今年 5月以来，市场监管

总局部署将食品生产企业监管作为推进重点领

域信用监管的切入点，率先强化信用监管手段

工具的运用，推动实现食品生产安全事前事中

事后全生命周期监管。

作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重要推手，全国

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食品安全抽检，各地组

织开展“双随机”抽查，并将结果

对外公布。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抽检司

司长段永升表示，目前食品安全

抽检已覆盖全部 33 大类食品，

2020 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

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638.7万批

次。这些日常监督检查、抽检监

测、行政处罚、约谈等信息为企

业建立起食品安全信用档案。

开栏的话开栏的话 随着随着9595后—后—0000后逐渐步入社会后逐渐步入社会，，消费市场迎来了新的变化消费市场迎来了新的变化。。他们消费意愿更强他们消费意愿更强，，更注重体验更注重体验

式消费式消费、、悦己式消费悦己式消费、、个性化消费个性化消费。。据预测据预测，，2020岁左右的年轻人将撬动超过岁左右的年轻人将撬动超过55万亿元市场空间万亿元市场空间。。本报今起推出本报今起推出

““青年说青年说 新消费新消费””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在不久前举行的北京在不久前举行的北京

国际艺术设计玩具展览会国际艺术设计玩具展览会

上上，，潮玩展台吸引消费者潮玩展台吸引消费者

来打卡来打卡。。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安全追溯一张网 企业信用要建档
本报记者 佘 颖

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 1366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涵盖指标 2万余项。这些

国家标准对食品的原料、辅料、外观、营养元素、添加剂、微生物等指标做出了详

细规定，为食品安全提供了基础性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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