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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领域国货品牌受消费者追捧多领域国货品牌受消费者追捧
到底到底““香香””在哪儿在哪儿？？
近年来，在化妆品、家电、智能手机、运动装备等诸多行业，国货品牌

均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面对重营销轻研发的质疑，一些企业纷纷加
大研发投入，在特定领域建立起了业界领先甚至独创的技术优势。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
第一代洗护发民族品牌，蜂
花是很多消费者心中的“国货
之光”。但由于不怎么做广告，
在年轻消费者群体中知名度并
不高。

11月中旬，国货老品牌蜂
花因倒闭传闻，在广大网友心
疼的“野性消费”下出圈，不仅
多次登上微博热搜，产品也广
受追捧。特别是 11月 13日，蜂
花一天就卖出 2万单，相当于此
前1个月的销量。

11月 18日，新国货品牌花
西子在其官方微博公开发布一
则声明，指出追光动画旗下知
名动画电影《白蛇：缘起》及其
在 日 本 授 权 的 IP 开 发 公 司
TEAMJOY 涉嫌抄袭花西子旗
下产品“同心锁口红”。

新老国货成为舆论热议焦
点，让不少网友大呼国货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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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只是花西子、蜂花等化妆品，其他行业
国货品牌也受到消费者追捧。今年 9月，值得买科技
发布的《后疫情时代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在家电市
场，华为、海信、小米凭借综合性能实力，已经让国
产电视成为更多中国家庭的首选；在手机市场，中
国厂商已经完成 5G 手机的全方位布局，并已占据
了今年 1 月至 7 月 5G 手机出货量的 74.3%；在运动
装备市场，安踏、李宁、鸿星尔克、特步等国货品
牌，正凭借技术和颜值，实现新增长、新突破……

“在特定领域建立了业界领先甚至独创的技术
优势，无疑是国货品牌崛起的主要驱动力。而基于
对用户需求的深度洞察，针对消费者的个性化、场
景化需求进行产品、服务创新，同样帮助众多国货
品牌实现了快速成长。”值得买科技运营中心商业
运营部负责人张宇昂说。

“新国货品牌被消费者青睐的背后，既有走向舞
台中央的新一代消费者的文化自信和他们更加多元
的消费需求，又有新国货品牌带来的更加丰富的品质
选择。同时，我们也看到部分品牌将中国传统元素和
现代元素相结合，吸引了拥有强大文化自信的年轻
人。”花西子相关负责人说，重视用户和重视产品，是
花西子过去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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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业内人士指出，对于国货老品牌来讲，除了情怀和物
美价廉之外，只有抓住年轻消费者，吸引年轻用户，才能赢
得未来的竞争。

对于新国货品牌，一些人认为还存在重营销轻研发、
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

对此，一些企业也开始加大研发投入。目前，花西子
总面积 3300平方米的综合研发中心已正式投入使用，集产
品研发、质量检验等多功能于一体。

那么，未来该如何打造更多的国货品牌？业内人士
指出，一些中国制造企业尽管有生产、设计、研发能力，但
是却只能靠给大牌代工挣辛苦钱。但近年来，以必要商
城为代表的 C2M（顾客对工厂）模式为中国的制造业转
型升级找到了新的出路。C2M 模式能够将消费者的数
据及时反馈给制造商，通过数据分析，反哺制造商快速迭
代产品、升级制造工艺，有助于制造业企业成功打造自主
品牌，助力国货崛起。

“通过C2M模式，一方面，把消费者直接连接到这些
优秀的制造业企业，这样不仅去掉了中间层加价的环节，
也能让消费者花费比买大牌少很多的钱，就能买到相同品
质的产品；另一方面，工厂在顾客下单了之后才生产，没单
就不生产，这就不存在库存问题。没有这些成本，产品的价
格就能进一步降下来。”必要商城相关负责人说。（杨召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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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又到了岁末年尾。2021年仅剩
下最后一个月时间，无论对于单位还是个人，如
何保质保量实现年度各项工作目标任务，扎实
打好年度“收官战”是眼下最急切，也是考验心
态、毅力和智慧的一件事。

常言道，行百里者半九十。距离完成目标
任务越近，越到最后冲刺阶段，遇到的困难就越
艰巨，所以战胜困难和克服一切不利条件的决
心越要坚决，夺取胜利的信心越不能动摇，战斗
精神越是时刻不能松懈。因而，思想上要更加
重视，行动上要更加有力，要用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拼搏姿态，精神百倍、信心满满地打好决胜全
年收官之战。

在方法措施上，要聚焦目标，全面梳理工
作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正视差距和不足。找
准症结所在，还要找对应对方法。根据各项
目标任务的“欠账”，既要全面把握、凝心聚
力、整体协调、统筹推进，又要面对具体问题
研究制定科学可行的措施，精准分类施策，确
保“药到病除”。

擂响战鼓，吹响决胜冲锋号。倒排冲刺
年度目标任务“工期”，将责任逐级分解到
人。在压茬推进中，夯实日程化精细化管理，
狠抓落实到位。面对动态中不利因素，要及
时调整战略措施，确保推进稳步有序。一声号
响，必须全心投入，全力以赴，以只争朝夕的干
劲，持续用力，切忌“一日曝十日寒”，功亏一篑。

在冲刺年度整体目标任务的同时，还要注意做好各项工
作微小细节的“查缺补漏”和“修复完善”，进而达到完美收
官，不留缺憾。

一岁结束，一元复始。在承前启后中，不仅要总结好工
作成绩和做法，还应总结好工作经验、特色、亮点，为科学谋
划来年工作积累经验方法，奠定扎实基础。 （杨志勇）

近日，有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
上留言表示，当下各大银行建议人们注
销不使用的银行卡，但很多人忘记自己
有多少张银行卡，因此希望搭建可供本
人登录查询的平台或线下网点，一次性
查询、注销银行卡。

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回复该网友称，
已经在工作安排中考虑“一人多卡”查询
服务提供问题，指导中国银联和商业银
行在依法合规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便利
个人银行卡查询。

多家银行开展清卡行动
今年以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

行、平安银行等陆续开展清理个人银行
卡“睡眠账户”的行动。

根据各大银行发布的公告，“睡眠账
户”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长期不动
户”，比如两年（或者三年，不同银行标准
不同）未发生存现、取现、转账等主动交
易，余额为零（或者低于 10 元，不同银行
标准不同）；第二种是一个自然人名下有
数量过多的银行账户，比如某银行曾发
现个别用户名下拥有一百多张银行卡。

招联金融研究员董希淼指出，清理
“睡眠账户”，是加强银行账户管理的
措施之一，对银行和用户都具有积极
意义。

13家商业银行开启“一键查卡”内测
一家一家银行去查询银行卡，显然太

麻烦，能否有一个平台可以查询各家银
行的银行卡现状呢？

人民银行表示，个人银行卡信息较为
敏感，涉及个人隐私和资金安全，相关工
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复杂性高。一方
面，《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
息采集和使用严格限制，明确将金融账户
纳入敏感个人信息范畴，相关工作要确保
依法安全。另一方面，全国商业银行约
4000 余家，查询银行卡信息需要统一相
关规范。近期，在工作安排中已经考虑

“一人多卡”查询服务提供问题，指导

中国银联和商业银行在依法合规安全
的前提下进一步便利个人银行卡查询。

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目前，中国银联正在组织商业银行
通过银行业统一APP“云闪付”便利渠道，
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键查卡”服务。
另外，中国银联还在组织工商银行、农业
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 13
家商业银行同步开展功能优化和服务对
接，开展内测工作，力争年底前先行在上
海、云南等部分地区对社会公众开放试
点，个人可查询本人名下的银行卡账户
情况，在试点完善基础上，逐步推广至
全国并实现商业银行全覆盖。（聂国春）

13家商业银行将开启“一键查卡”服务
你有几张银行卡？

本报讯（记者 章琦）11 月 26
日，省发改委印发《今冬明春保障
人民群众温暖过冬若干措施》（以
下简称《措施》），就天然气、电力热
力、煤炭等保供工作提出明确要
求，确保能源稳定安全供应，保障
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措施》指出，在天然气保供方
面，上游供气企业要严格落实已签
订合同资源，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满负荷生产，进一步释放增产
潜力。各市（区）要及时将“煤改
气”补贴落实到位，精准加大对困
难群体的取暖补助力度。

在电力热力保供方面，各发电
企业要科学做好燃料储备，尽快将
存煤可用天数提升到20天以上，存
煤 15天以下电厂动态清零。各市
（区）要积极筹措补贴资金，保障电
采暖用户电费补贴及时足额到位。

在煤炭保供方面，在陕各类
生产煤矿节假日保持正常生产和
销售，确保煤炭中长期合同足额
履约，多措并举稳定煤炭价格。
要将保障发电供热用煤运输需求
放在首要位置，加大对榆林等地
的运力投放，对补签的电煤中长
期三方合同做到应保尽保。

本报讯（记者 林萍）11 月 24
日，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根据《陕
西省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实施方
案》，省科技厅开展了 2021年陕西
省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组织实施工
作，确定空军军医大学李萌等83人
为 2021年度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
人才、西安交通大学梁志远等 120
人为 2022年度陕西省青年科技新
星、西安思摩威新材料有限公司吴
朝新等 42人为 2021年度陕西省科

技创新创业人才。
陕西省创新人才推进计划旨

在通过创新体制机制、优化政策环
境、强化保障措施，扶持和造就一
批高水平优秀创业人才、科技领
军人才和重点科技创新团队，打
造一批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加强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
建设，引领和带动各类科技人才发
展，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建设创
新型陕西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245人入选陕西省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本报讯（吴从燕）今年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北机电工程
研究所探索创新工作方式，打造
品牌活动建设，精心策划“非常零
距离”品牌话题交流活动，进一步
密切干群联系。

为扎实推动“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该所聚焦

科技创新、薪酬分配、安全管理、高
层次人才培养等热点话题，组织
开展了 5期“非常零距离”活动，着
力解决职工群众的“急难愁盼”
问题。将活动中职工群众反映的
共性问题和热切期盼，逐一梳理，
督促相关部门立行立办，把职工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落到实处。

西北机电工程研究所开展“非常零距离”活动

省发改委：多措施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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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白圩珑）12月西安有 23 场免费招
聘会，其中网络招聘会 14场、现场招聘会 9场，
为各类求职人员提供线上线下应聘洽谈、求职
登记与推荐、职业指导等多项就业服务。为各
类用工单位提供招聘登记、招聘信息发布、线
上线下招聘洽谈等招聘服务。

9场“猫头英云人才市场”网络招聘会于每
周二、周四 9：00-17：00举行。用人单位参会可
与西安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联系，获取
关于网络报名和参会方法的操作指南。求职者
参会可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西安市职业介绍服务
中心”公众号，求职招聘-网络招聘会-进入会
场-注册/登录。参会网址：szjzx.cnxincai.com。
联系电话：82284260、82284261。

5场“显摆网”网络招聘会于每周五 9：00-
17：00举行。用人单位参会可登录显摆招聘网；

完成账号注册，选择“我是招聘者”；完善企业基
本资料，完成企业认证及微信绑定；等待审核通
过后可发布职位；进入网站首页选择“网络招聘
会”进入本场次网络招聘会，点击“企业报名”，等
待审核通过后即可在招聘大厅显示，双选会当天
上线参会即可。求职者参会可登录显摆招聘网，
进行账号登录/注册，双选会当天进入本场次网
络招聘会，选择心仪企业发起聊天及视频面试。

9场现场招聘会于每周二、周
四在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大厦一层举办，分别为 12月 2日、
14 日、23 日的未就业毕业生招聘
会；12月 7日、16日、28日的人力资
源综合招聘会；12 月 9 日、30 日的
中小型企业综合招聘会；12 月 21
日的服务型企业招聘会。

本月西安将举办23场免费招聘会

近日，陕西省妇女联合会联合中建丝路集团，组织青年志愿
者穿上红马甲走进西安市新城区幸福林带项目，向市民发放普法
手册，开展反家暴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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