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雪是来自成都一家互联网公司的
白领，今年29岁，目前已婚未育。她的
消费跨度比较大，会去淘一两百元的网
红店，也拥有 5 个以上的奢侈品包
包。随着成长环境不同，思雪认为自
己的消费习惯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上学时购物会更多关注价格，而工作
后更关注购买精品。“我可能会去买一
些精美的小衣服，也会为了奖励自己买
些奢侈品。”

报告认为，中产女性消费时更看重
性价比和品质，其次才是需求程度。其
中，消费影响因素性价比和品质分别占
比46.6%和46.3%，价格和品牌占比分别
为30.5%和36.9%。

思雪理性消费的观点，得到了余彦
颖的赞同。余彦颖曾就读于四川大学，
现在是成都某银行的大客户经理，是一
位辣妈。

余彦颖表示，上学时冲动消费比较
多，工作和带宝宝之后，冲动消费减少，
更追求小而精，“现在对那些可买可不买
的东西，会考虑得更多一些，一方面是对
经济的节约，同时也是一种环保。”

“成为妈妈以后，我希望我的消费观
对小孩儿会影响。”余彦颖的消费观充满
独立和自主，同时也倾向于在消费中满

足自己。
“在我自己赚钱的范围内，如果我喜

欢一个东西，我会花更多钱去选择一个
品质更高、深得我心的东西，给我带来很
多满足感和获得感。”在余彦颖的消费习
惯里，她会为孩子的尿不湿花时间货比
三家，代购她认为品质好的奶粉，也会为
了工作场合的需要或者是单纯的喜欢，
买一个奢侈品包包。

她们在成都这座新一线网红城市，
体面的工作和稳定优厚的收入，让她们
的消费自给自足，更具主见，也更懂得愉
悦自己。

与她们类似的，还有来自成都一电
商公司的公关经理涛涛。她是一个典型
严格自律也舍得投资和愉悦自己的
人。一方面，涛涛会努力工作、攻读
MBA；另一方面，她也会为腹肌控制进
食、餐标，喜爱健身。涛涛的消费快准
狠，精准地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在她喜
爱的滑雪、潜水、冲浪、徒步等运动上投
入也毫不手软。

像涛涛这样的“塔尖小姐”，会在消
费中将自我最大化。报告显示，只有1%
的塔尖小姐会过度在意别人的眼光，而
93%的塔尖小姐享受经济独立带来的满
足感，运动健身是闲暇时的第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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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一次逢场，在成都往
东北70多公里的一个县城小
镇，依然延续着。一直以来，
人们在逢场时交易农货，也在
逢场时购置衣食所需。但慢
慢的，这种消费方式产生了巨
大的变化。

1995年的青青大学毕业
后与相恋多年的男友结婚，因
为对方工作所需，青青也只能
放弃城市生活，回到镇上“定
居”。青青和丈夫承包了一些
建筑的挖掘机、小工，一年也
能有十几万的收入。

“我们这个镇上，连家正
版的阿迪、耐克都没有，更别
提其他东西了。”青青说，镇上
的生活很不方便，但网购也让
收入可观的他们有条件享受
品质生活。

青青既和所有花季女子
一样，把变美看做是重要事
业，也和所有新晋妈妈一样，
会想方设法地为孩子准备更
好的东西。而打破空间限制
的电商，成了青青的好选择。

青青说，在大学时养成的

网购习惯帮了她大忙，而且现
在电商发达，物流方便，她仿
佛已经把她的“逢场”，搬到了
线上，而且没有时空限制。

2018年春节前，青青在
京东网购了一台冰箱，第二天
就到货了。青青相信它的品
质，而且第二天就到货的速
度，也让没亲自网购的青青爸
妈感到惊讶。

青青说到，京东成为青青
日常购置生活用品的选择，唯
品会也是她买衣裤鞋子通常
去处，特别是宝宝快出生了，青
青已经网购囤下很多东西。“虽
然在小城镇，但还会希望能让
孩子吃得好，用得好，所以会在
能承受的范围，选择更多品质、
品牌和性价比高的东西。”

像青青这样的90后小城
辣妈，家庭消费属性已经比较
明显，同时也会很注意自己的
美肤保养。数据显示，65.5%
的90后辣妈日常会购买家居
家用，52.5%的90后辣妈日常
会买美妆护肤，而品质是她们
最关注的因素。

县城阿姨的时尚与苦恼：

希望获得更多参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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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
她们的消费进阶

3月12日，她发了一条朋友圈动态写着：“历时一年半终于搬进来了，太不容易了，搬家真心累。”
此前，芒果因难以欣赏对方的审美而大改装修图纸，现在终于在婚后和另一半搬进了爱巢。“怒改

图纸”的自信，或许既来自芒果多年来追求美的经验，同时也来自中产女性独立的能力和自主的消费
观念。芒果只是7746万中国中产女性消费的一个缩影。

近日，唯品会联合艾瑞咨询发布的《中国中产女性消费报告》显示：她们对品牌敏感，同时也对价
格敏感；购物从有用到有品进阶，阶层认同诉求更强烈；同时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消费更自主悦己。

都市白领的消费进阶：

理性、独立、悦己

来自眉山丹棱县的60后
李女士，今年虽然已经50岁，
女儿已经上大学。李女士工
作稳定，收入可观，也爱美、爱
打扮，是姐妹团中的“KOL”。

李女士告诉记者，由于
县城较小，她把很多消费需
求都转移到网上，比如她喜
欢的红谷和金利来两个品
牌，其中一个县城没有专卖
店，另一个有店但款式少且
旧。有多年网购经验的李女
士，如今已经是唯品会的白
金卡用户，每周至少有一两
个包裹，她常常被誉为姐妹
团中的“带货达人”。“经常我
们会看到好东西就在微信群

里互相转发，然后一个跟一
个地买。”李女士说。

李女士是典型的小城中
产中低负担的幸福群体，充满
个人魅力和人格魅力，她们不
能影响整个世界，却能影响整
个朋友圈。报告显示：89%的
小镇KOL会影响朋友的购买
倾向。

但是线上购物也有让李
女士头疼的地方，经常会听年
轻人说，双11、618之类的节
点折扣多，但是她并没有参与
感，希望平台也能照顾一下他
们这群消费者的参与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王婷

小镇青年的消费场景迁徙：

从逢场到网购为生

聚焦好货
买手精选提升竞争力

“好货是零售企业的本质与核
心竞争力。”唯品会首席财务官杨东
皓表示，“在唯品会特卖模式中，好货
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一环，对好货
的聚焦是唯品会的长期战略。”在电
商去中心化趋势下，唯品会以“好货”
为焦点，聚焦于货品的把控，再通过

“以货建场”“以货找人”，重构人货场
之间的新关系。

通过聚焦好货、搭建四维一体的
好货战略，唯品会与国内外众多优质
品牌进行深度合作，深入挖掘新货、
畅销款，搭建核心品牌池，经由与“好
品牌”建立起强供应链的供货体系，
通过专业买手团队深入挖掘“好款
式”，确保货品的“好质量”，凭借买手
制与采买+定制等形式实现货品的

“好价格”，最终为平台提供差异化的
独家好商品。

坚守特卖
模式价值实现新突破

以更合适的价格买到更好的商
品，这是各线城市中产消费者的共同
诉求，性价比、质价比成为理性消费
的关键。唯品会的特卖模式通过对
品质、品牌、价格等多种元素深度挖
掘，充分发挥特卖抗周期优势，以好
货为战略深耕消费市场，顺应了当下
消费升维的趋势。

唯品会建立全渠道、全矩阵、系
统化的特卖体系，在消费观升级、理
性消费回归的新消费时代背景下，全
面赋能供给侧和需求侧，提高供给侧
的运转、销售、创新能力；弥合需求侧
的消费裂缝，让消费者真正受益于好
货不贵，实现“特卖”从商业模式向价
值赋能的进阶。

品控标准持续提升
积极保障消费者权益

唯品会积极响应国家品质电商
行动，以消费者的品质诉求为核心，

推出“正品十重保障”、“品控九条”、“正
品鉴定天团”等一系列正品保障措施，
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包括“全球直采+商
品全检+物流追溯+线上线下联动+正
品保险+售后”的全程闭环、全程可溯
的正品保障体系。同时，坚持产地直
采、全流程自建自营的理念，在行业内
领先采取入仓二次质检保障，为全部
商品购买正品险以及提供退货物流补
贴等做法，保证运营服务每一环节的
高品质，为会员提供最佳购物体验。

从3月7日唯品会联合艾瑞咨
询、GQ实验室共同发布《中国中产
女性消费报告》揭示的当前各线城市
中产女性消费升级现状来看，当前消费
市场仍蕴藏着无限可能，但对“性价比”
与“品质”的重视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
覆盖大多品类市场的主流。对于拥有
十年“品牌特卖”经验的唯品会而言，
理性消费时代更能彰显其魅力。未
来，唯品会愿与社会各界携手，以责
任和远见，打开新格局，追求新未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婷

月收入近万元，工作家庭两不误

回川当美团骑手
成为打工一族新选择

回川当一名美团骑
手，正在成为许多外出打
工一族的新选择。

美团研究院发布的
《城市新青年：2018外卖骑
手就业报告》显示，GDP
高的省份，骑手数量也相
对较高。目前，四川省的
骑手数量位居全国第六
位。美团骑手活跃在城市
的大街小巷，像城市运输
的毛细血管，每一次送餐、
每一次应急，风雨无阻，准
时到达，他们用每一次靠谱
服务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

打工一族为什么要返
乡当美团骑手？封面新闻
记者采访得到的答案是：
这份工作带来了幸福感。

今年44岁的刘刚是成都双流区
华阳镇人。2015年，外出打工的他
从广东回来，想要创业，但没有找到好
的项目。刚好美团在招人，“想到广东
那边跑外卖挺火的，应该还是能挣到
钱吧”，刘刚就成为了一名美团骑手。

“刚开始也不是很习惯，毕竟对
成都的大街小巷不是很熟悉，对APP
的理解也不是很全面，但是通过三四
天的摸索，很快就驾轻就熟了。”刘刚
告诉记者，“美团外卖的晋升空间很
大，跑了差不多一个月吧，因为努力，
顾客的评价也好，就当上了组长。”随

后，刘刚业绩一路飙升，七个月后就
当上了站长。

在刘刚看来，当一名美团骑手，
不仅时间上比较灵活，管理也很人性
化。“因为要接送孩子上学，可以在跑
单时间上进行调整。我爸患有哮喘
时常住院，要人照顾，所以需要连续
请假的时候，美团也会在请假天数上
照顾骑手。”

谈到收入，刘刚的脸上洋溢着笑。
“现在一个月能挣6000元-8000元！
不少白领也没比我们挣得多多少吧！”
既能照顾家庭，又能有不错的收入，刘

刚对美团骑手这份工作十分满意。
如今，回乡当骑手成了外出打工

一族的新选择。根据美团研究院发
布的《城市新青年：2018外卖骑手就
业报告》，从全国范围看，有53%的骑
手选择在本省省内工作。2018年，
四川省的同省工作骑手比例高达
89%，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从数
量上看，截至2018年12月31日，四
川省本省骑手数量较上年同期增长
20.4%。很多远在异乡的游子，纷纷
返回家乡，成为家乡美好生活的创造
者和守护者。

打工一族回川当骑手 既能照顾家庭又有不错收入

23岁外卖小哥在大城市立足 美团带动7万骑手就业

坚持聚焦正品好货
唯品会专注品牌特卖

消费已连续五年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6.2%，且低线城市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正在
召开的2019年全国“两会”上，“消费”也是重要议题。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消
费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健全农村流通网络，支持电商和
快递发展。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让群众放心消费、便利消费。

作为一家专注于特卖的互联网电商公司，唯品会坚持聚焦精选正品好货，以
品牌特卖的方式满足广大消费者需求。

美团骑手不少是来自偏远城镇的年轻人。

唯品会与国内外众多优质品牌进行深度合作挖掘好货。

绘图 高翔

1996 年出生的普顺才来自凉
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鲹鱼河镇，去
年7月从深圳回到成都，加入美团
外卖成为了一名骑手。对于不善
交流和表达的普顺才来说，美团骑
手这份工作给他打开了新的世界，

“带来了新的知识、新的见识，新的
社交范围。”

普顺才此前在一家工厂上班，成
为美团骑手之后，每天穿梭在成都的
大街小巷，不善言辞的他逐渐变得开

朗了起来。有时还会遇到送水、打赏
的顾客，被赞美团骑手就是靠谱，这
让普顺才感到十分温暖。

普顺才告诉记者，这份工作给他
带来的幸福感还有和付出成正比的
收入。“比之前多了一倍，以前工资低
的时候，对家做不了什么贡献，现在
工资高了，偶尔还能补贴一下家用。”

记者了解到，像普顺才这样来
自偏远城镇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因
为美团骑手这份工作，他们可以在

一座座陌生的城市立足，成为城市
里的新青年。美团研究院发布的
《城市新青年：2018外卖骑手就业
报告》显示，全国832个贫困县中，
美团外卖平台骑手覆盖781个，覆
盖率高达 94%。2018年带动贫困
县67万骑手就业。省份方面，来自
安徽省和河南省贫困县骑手数量最
多，数量均超过8万人，四川省排在
第三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易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