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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除了 TVB 本台艺人之外，两
位金像奖演员惠英红和姜皓文都凭借
《铁探》 获得提名， 两人从红毯仪式开
始全程参与了颁奖礼； 去年 4 月已经
离巢的李施嬅，以一条露肩“战服”亮
丽现身；主演《多功能老婆》的杨千嬅，
也在颁奖礼中段突然出现。 多位外援
悉数登场，让这场一年一度的“TVB 年
会”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外援们如此给足面子，TVB 自然
也“识做”，最终的奖项结果可谓“雨露
均沾”：惠英红拿下最重磅的“最佳女

主角”，杨千嬅、李施嬅则同获“最受欢
迎电视女角色”。据悉，接下来 TVB 还
会与她们继续合作，《多功能老婆》和
《金宵大厦》 都有计划开拍第二部，李
施嬅参演的重头剧《法证先锋 4》也将
于 2 月在内地和香港同步播出。

惠英红在领奖的时候说：“我希望
可以多回来拍剧。 ”杨千嬅同样表示：
“这次的经历让我找回了拍剧的初
心。 ”至于今年将闯荡国外电视圈的李
施嬅，也透露正在等待 TVB 邀请她回
来拍《金宵大厦 2》。

颁 奖 礼
上 ，《白 色 强
人》《多功能老
婆》《金 宵 大
厦》《铁探》四
部剧集“瓜分”
戏剧类奖项。
让 人 意 外 的
是， 收视和评

分都逊于其他三部剧的《多
功能老婆》 反而收获了今年
最多的奖项， 拿下最受欢迎
电视男 / 女角色、 最受欢迎
电视歌曲三个奖。 压轴大奖
“最佳剧集”由《白色强人》夺
得，而被封为“神剧”的《金宵
大厦》大热倒灶，也令观众感
觉意外。

其实，比起《金宵大厦》，
《铁探》或许才是今年最“悲
情”的重头剧。 作为 2019 年
度 TVB 剧集的收视冠军 ，
《铁探》在本届颁奖礼上仅靠
惠英红收获了一个最佳女主

角奖，在“最佳剧集”的角逐
中甚至三强不入。 颁奖礼结
束后，“最佳剧集” 的赛果引
起争议，惠英红直言《铁探》
没有拿奖“有点失望”，也有
不少网友为《金宵大厦》鸣不
平。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四部
重头剧之外，情景剧《爱回家
之开心速递》也收获不小。 继
2017 年“大小姐” 林淑敏成
为 TVB 史上第一位凭借情
景剧当上“最佳女配角”的艺
人之后，今年，饰演“金城安”
的周嘉洛又爆冷击败何广
沛、洪永城等前辈，成为“最
佳男配角”。 周嘉洛入行不到
5 年，今年只有 24 岁 ，是这
个奖项至今为止最年轻的获
奖者，在“高龄化”的 TVB 里
实属难得。 他在剧中的“爷
爷” 刘丹也大赞：“这个后生
仔演什么角色都行， 反应很
快。 ”

要说本届颁奖礼上最
“众望所归”的奖项，当属
“最佳男主角”。马国明终于
凭借《白色强人》的医生“唐
明”一角首度成为“最佳男
主角”。 当颁奖嘉宾宣布马
国明获奖之后，现场几乎所
有艺人都起立鼓掌。 而马
国明从唐诗咏手中接过奖
杯，却不改“天然呆”本色，
在台上说起冷笑话。

在 TVB 的 20 年里 ，
马国明总共获得 12 次“最
佳男主角”提名。 2012 年，
他凭借 《On� Call� 36 小
时》 中的医生角色“一件
头”张一健大获好评，但最
后还是输给了演技更老辣
的黎耀祥， 只收获安慰奖
“我最喜爱电视男角色”。
2017 年，马国明凭借《降
魔的》再度成为“最佳男主
角”的有力竞争者，但又败

给了风头正劲的王浩信。
等了那么多年， 马国明今
年终于拿到了这个姗姗来
迟的最佳男主角奖。 他在
《白色强人》里饰演的唐明
性格随和、专业过硬，是一
个极具观众缘的角色。 难
怪他自己也说：“医生角色
能带给我好运。 ”

近几年，TVB 正值更
新换代，网友纷纷“抱怨”
不认识现在的 TVB 艺人，
而唯有一直坚守的马国
明， 成了跨越港剧新旧时
代的一线小生。因此，他这
次“守得云开”终于捧杯，
让不少 TVB 粉丝非常激
动。 从颁奖礼当晚到次日
早上，“马国明 最佳男主
角” 的话题一直挂在微博
热搜， 网友纷纷评论：“终
于不用陪跑了 ！ ”“等到
了！ ”“哭了！ ”

马国明

雨露均沾，三位外援夺大奖

1 月 12 日晚，TVB“万千星
辉颁奖典礼 2019” 在香港将军
澳电视城举行。马国明终于打破

“陪跑”宿命，凭借《白色强人》
首次夺得最佳男主角奖；惠英红
以其在《铁探》里的精湛演技毫
无悬念地拿下最佳女主角奖；压
轴大奖“最佳剧集”则由《白色强
人》夺得。 最出乎意料的是，“最
受欢迎电视女角色”的奖项开出
了史上首个“双黄蛋”，由《金宵
大厦》的“Coco”李施嬅和《多功
能老婆》的“蓝飞”杨千嬅共享。

在颁奖礼举行前夕，羊城晚
报娱乐部官方公众号“羊城晚报
娱塘”曾发起“本届万千星辉颁
奖礼，你会支持谁”的读者投票。
投票结果显示，马国明和惠英红
分别以 64%和 55%成为读者
心中的最佳男 / 女主角，这与最
后的颁奖结果相吻合。 至于“最
佳剧集”的投票，有 42%的读者
选择《金宵大厦》，高于《铁探》
和最后拿奖的《白色强人》。

对于本届 TVB 万千星辉颁
奖典礼的最终结果， 你还满意
吗？

大跌眼镜，
《铁探》三甲不入 众望所归，马国明赢尽掌声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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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跑 次12 终于赢了

马国明

惠英红
杨千嬅

李施嬅

2019年度TVB万千星辉颁奖典礼前晚揭晓，“最佳男/女主角”奖项结果与羊城晚报读者投票结果相吻合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最佳剧集”由《白色强人》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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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快销品行业消费者趋势
大数据洞察报告出炉

大数据里的
小秘密：告诉你所
不知道的买买买
背后数据

马爸爸的男人、女
人们基于什么买买买？
谁有更强大的能力买
买买？什么影响日常消
费中的买买买？大数据
时代，数据日益成为重
要战略资产。 日前，由
羊城晚报消费中心城
市智库与中山大学大
数据传播实验室联合
发布的《2019 快销品
行业消费者趋势大数
据洞察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出炉。 这份
精准聚焦快消品行业
的大数据报告，回答了
商家与消费者的各种
“小秘密”。

羊城晚报记者
程行欢 庞倩影 朱诗颖

回顾《报告》调研的最初理
念，是 2019 年 4 月，羊城晚报
报业集团成立消费中心城市智
库，希望通过最新消费市场发展
数据分析，预判未来整体消费趋
势走向，为政府、企业的决策提
供理论支持。经过将近一年的准
备，这份快消品行业的年度报告
正式出炉，向公众交上一份满意
的答卷。 报告显示，大众在社交
媒体对快消品的讨论声量颇高，
消费势头仍然积极向好。

从宏观经济上看，2019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
意见》，提出了 20 条创新发展流
通、推动消费升级、促进扩大消
费的重磅政策措施，通过经济政
策调整促进消费，提振消费者信
心。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融合的不断深化，也给消费
市场带来了新机遇： 仅 2019 年

上半年， 中国网上零
售 交 易 额 高 达 4.82
万亿元； 乡镇快递网
点覆盖率达到 95%，
下沉市场的潜力被不
断挖掘。 同时， 以微
博、 微信为代表的新
媒体社交营销渠道兴
起。

快消品普遍可分
为四类： 休闲食品与
饮料、个人护理品、家
庭护理品和烟酒产品。 因具备
便利性、视觉化、流动性、同质
性的特点， 这类消费品容易引
发消费者简单、迅速、冲动、感
性的消费行为。 根据国家统计
局的数据，2019 年前三季度快
消品消费在居民消费的比重约
为 33.9%， 成为我国居民的第
一大消费项目， 快消品消费对
拉动经济增长作用不容小觑。

从消费者偏好来看，健康
养生是主流消费观念 。 超过
50%的受访消费者表示偏爱健
康和营养的食品和饮品， 主要
表现在消费者对高糖、 高热量
零食饮料的态度改变， 转向如
低糖、 无糖替代品等更健康的
选择。 无糖食品成为新宠，尤其
是年轻爱美女性，更加注重“戒
糖抗老抗氧化”。

数据显示， 年轻消费群体
对价格相对不敏感，但对产品品
质和产品的个性化、趣味性等附
加属性有着更高的期待。 统计
发现，四成消费者最看重零食的
口味。 其中微博用户对休闲零
食口味讨论排名前列的依次是：
原味、香辣、奶味、甜味、五香和

炭烤。 而在饮料方面，桃子味的
饮料被提及率最高。

以子行业乳制品为例，健
康是消费者对乳制品最期待的
功效，以一、二线城市的女性尤
为显著；草莓、水蜜桃等口味的
乳制品广受好评， 而奶粉类消
费者仍更青睐原味。 在消费群
体方面， 女性消费者更偏向于
关注乳制品的美容效果； 消费
群体呈现多元化趋势，2018 年
的宠物市场规模高达 1708 亿
元，宠物消费快速向人看齐，宠
物主人成为消费新对象， 宠物
奶粉或将成为未来乳制品企业
的重要产品增长点。 在消费场
景方面， 家庭 DIY 的亲子烘焙
成为乳产品讨论的核心场景。

随着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
高，“成分党”悄然兴起，人们不
再满足于家庭护理产品的基础
功效 ， 而对是否符合高效 、安
全、 优质等因素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比如女性消费者会更偏

好气味怡人的产品。 以衣物护
理品消费数据为例， 洗衣液的
讨论度最高， 消费者表现出对
细分人群、 细分衣料等专业产
品的关注 ；除螨虫 、除静电、除
血渍、除皱等功效受到欢迎。 另

外， 对于香味的讨论也占据社
交网络数据的绝大多数， 不仅
要香，还要能“锁香”。 可见当下
消费者对洗衣液的标准几乎不
亚于香水。

另外，“环保”也成为广告语
中的流行话题，“天然”、“全效”
等概念成了衣物洗护品市场营
销的新潮流。

A 两微成为新兴营销渠道

B 休闲食品与饮料：价格不敏感健康更重要

C 家庭护理行业：“成分党”需求升级

数据显示，18 岁至 35 岁一
线城市年轻女性是个人护理行
业的消费主力，相较于基础型个
人护理产品，具有专业功效的产
品在社交媒体的讨论声量更大，
并且拥有更高的偏好度。

70%的 95 后年轻女性用户更
注重产品功效而非品牌，对于产品
选择更看重本质。 统计发现，产品

“纯天然”的概念应用广泛，而且商
品“颜值”将成为产品重要加分项。
值得高兴的是，近几年中国品牌在
个护行业辛勤耕耘，中国本土品牌
在社交媒体的讨论声量和消费者
信心不断上扬，国货实现了强劲增
长。 比如彩妆话题中，国产品牌的
讨论声量达到了 85%。

拿护肤品行业来说，随着对

护肤品的知识结构提升，消费者
逐渐重视护肤成分并乐于在互
联网平台自发讨论，而轻医美产
品在红海中以其安全性高、功效
性强找到切入点。 另外，消费者
的使用场景更加细分，“熬夜”是
消费者讨论的集中场景， 针对
性、快速高效的急救型护肤品成
为年轻女性熬夜族皮肤保养的
最佳选择。 未来，产品功能更为
多样化，针对细分场景的新产品
将获得消费者关注。

D 个人护理行业：纯天然是首选

E 酒类等行业：“她”时代崛起

种种数据表明，消费者们的
关注点变得越来越理性：“健康”
成为首要关注点；其次，对品质生
活的追求促使消费者对产品的使
用场景要求更加精细；再者，女性

消费者的声音占据主导，“气味”
尤其对女性消费者而言意义重
大；而“小份装”在食品和个人护
理品行业体现尤为明显。

同时，快消品品牌也在借助

互联网社交平台的营销新趋势，
通过重视粉丝市场、多样的价格
促销、营造热点话题、采用概念
营销和强调产品的安全性等方
式促进销售并提高品牌美誉度。
尽管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速放缓，但消费者信心指数仍
总体趋好。

F 消费者关注点变得越来越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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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是否都认为“消费降
级” 下的烟酒行业会出现增长
乏力？实则不然。2019 年前三季
度 白 酒 月 均 销 量 同 比 增 长
6.9%， 这与白酒细分市场的小
酒销售火爆不无关系。 去年的
酒类等行业呈现三种趋势 ：90
后 新 生 代 群 体 消 费 日 益 多 元
化 ，果酒 、洋酒等成为新趋势 ；

“她时代”的崛起为酒类等行业
带来新鲜感， 女性线产品受到

喜爱；另外，高颜值包装的酒类
等产品更易营造话题， 且更受
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白酒市场中，白酒行业产销
方面均有所下降，价值回归、消
费升级和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
数据显示，销售额位居一、二名
的白酒品牌是贵州茅台、 五粮
液， 在社交平台的声量也占据
前两名。 另外，下线城市讨论白
酒话题占比较高， 而一线城市

的用户占比则低于 20%。 在酒
品类型方面，相较于米香、馥郁
香等， 消费者尤其偏好酱香型
的白酒。

2019 年关于白酒的新型营
销形式让人眼花缭乱，无疑白酒
企业在近年来也开始争取年轻
消费市场这块“肥肉”。 企业采取
抽奖、优惠券、红包、话题等传统
互联网营销方式占到八成；除了
白酒的跨界合作类营销受到市
场认可，小份装也成为白酒品新
消费趋势，为不少品牌年轻化方
案提供了选择。

日前， 由香港中资基金业
协 会 （HKCAMA） 与 彭 博
(Bloomberg) 联 合 举 办 的

“2019 年度 离 岸 中 资基 金 大
奖” 获奖名单揭晓。 凭借短中
长期持续优异的业绩表现，工
银瑞信旗下 2 只股票型 QDII
基金一举斩获六项大奖， 其中
工银全球精选股票在“最佳总
收益 （股票类）”1 年、3 年、5
年期中名列前茅， 工银全球股

票同样以始终排名前三的好成
绩，将“最佳总收益（股票类）”
3 年期季军和 1 年期 、5 年期
亚军收入囊中。

据悉，“离岸中资基金大
奖” 迄今已连续举办五届，旨
在表彰离岸市场中表现杰出的
中资基金业协会成员公司。 奖
项评选依据彭博所提供及汇编
的数据， 通过业界普遍认可的
方式计算得出结果， 成为业内

颇具含金量和权威性的奖项之
一。 作为国内至早布局海外
QDII 基金的公司之一，工银瑞
信 2 只出海时间最长的老牌
QDII 各揽获 3 项大奖，显示了
公司杰出的海外投资实力。

截至 2019 年末，成立五年
以上的 34 只 QDII 股票型基金
(A 类 ) 中， 仅 8 只基金过去 1
年、2 年、3 年、4 年、5 年时间
段内能始终位于同类前 1/2，

工银全球股票、 工银全球精选
股票作为“基龄”均在十年左右
老牌 QDII， 在其中表现突出。
从最近 9 年来看， 这两只基金
分别以 132.26%和 140.84%的
净值增长率，在同类可比的 10
只基金中排名第 2 和第 3。 而
在最近 10 年中，工银全球股票
则以 153.79%的净值增长率 ，
在仅有的 4 只同类产品中排名
居前。

2020 年全球财富管理论坛首季
峰会于 1 月 11 日在北京举办。 中欧
基金董事长窦玉明等众多重量级嘉
宾出席会议， 围绕养老金三支柱改
革、 金融行业助力养老体系建设、个
人养老金融等话题进行深入交流。

窦玉明认为，更好的退休生活要
靠第三支柱个人养老账户，优化制度
设计是构建良性个人养老金生态的
第一步。 个人养老金投资更要“长钱
长投”， 公募基金等资产管理人更要
以提升养老资金的长期投资回报率
为己任。

2019 年把握住了结构性行情
的公募基金赚钱效应明显，业绩迎
来大丰收。 特别是刚刚欢度完 14
周年庆的华商基金捷报频传，旗下
权益类、固收类共 18 只产品 2019
年业绩涨幅高居同类前 1/3， 其中
华商乐享互联在 459 只同类基金
中位居第 5；华商瑞鑫定开债在 18
只同类基金中名列前茅。 华商基金
无论是权益产品还是固收方面，均
不乏拔尖产品，实力诠释“股债双
牛”，为持有人带来超额收益，表现
十分亮眼。

去年基金业绩表现优秀。 截至去
年 12 月 12 日，股票基金、混合基金
全年以来收益率达 33.25%、30.73%，
优于同期上证综指 16.91%的涨幅表
现。 建信基金权益投资实力出色，旗
下建信大安全、建信战略精选、建信
健康民生等多只主动权益基金年内
收益率超 50%， 超越市场平均表现。
近期， 建信基金再度推出权益新产
品———建信高股息主题，主要采取高
股息投资策略，挖掘市场上的高股息
优质股票，为投资者聚焦好公司的长
期价值。

工银瑞信 2 只海外股票基金揽获“离岸中资基金”六项大奖 中欧基金窦玉明建议关注三
支柱养老金建设

华商基金实力诠释“股债
双牛”

建信基金再推高股息主题权
益新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