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 10日，全国140家主流
媒体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走
进“汾酒第一车间”——山西沁县
汾酒原粮基地，参观汾酒沁县高
粱基地、养牛场、肥料加工厂等
循环产业链，近距离感受汾酒绿
色生态的独特魅力。在汾酒集团
位于山西沁县的晋汾高粱基地，
连片的火红高粱整齐列队于沃野
之上，汇成红色海洋，一片壮美
的丰收盛景。再过几天，这些高
粱将跨越百余公里，被送到杏花
村的汾酒生产车间，经历一场华
丽蜕变，成为餐桌上的一滴滴清
香汾酒。

品质之于汾酒，是根基。据
了解，一颗高粱谷粒从田间原
生 态 进 厂 到 一 瓶 汾 酒 产 品 入

市，要历经 36 个大环节监控、
183 个质量控制点检测，满足
2182 个既定标准。汾酒从源头
开始以高标准、严要求把控原
粮品质，确保让消费者喝到的
每一滴汾酒都是“绿色”的。

“通过建设原粮基地，把健康
绿色的原粮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以实际行动践行‘汾酒质量
的一半在原料’的原粮观，实现
从 源 头 对 清 香 汾 酒 品 质 的 把
控。”汾酒副总经理常建伟介绍，
汾酒原粮基地从品类上分为高粱
种植基地、大麦种植基地和豌豆
种植基地，从 2009 年开始，汾酒
秉持“从田间到餐桌”的发展思
路，以绿色品质、低碳循环、助农
增收为核心，根据三大原粮农作

物生长与轮作特点及区域环境
优势，逐步在山西、吉林、内蒙
古、甘肃、河北等地建立了 110
万亩的优质原粮基地。

汾酒在合理优化原粮基地建
设产业布局的同时，还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10 月 8 日，汾酒集团
向山西省红十字会捐款 3000 万
元，用于山西近日防汛救灾、灾
后重建工作，竭尽全力帮助山西
受灾群众尽快战胜困难、恢复生
产生活。“此外，汾酒积极与此次
受灾的高粱基地种植户对接，最
大限度地帮助其抗灾救灾，帮助
种植户将损失降到最低。”汾酒
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秋喜表示
说。

作为山西省国企改革的排头

兵，汾酒集团扛起新时代的责任
担当，积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紧抓数字化转型和碳达峰、
碳中和战略布局带来的发展机遇
期，为国家崛起、民族复兴贡献力
量，创造了业界瞩目的“汾酒加速
度”，走出了一条富有山西特色的
国企改革“汾酒路径”。

近年来，汾酒以“构建酿酒生
产全产业链”为目标，以发展循
环经济为方向，按照前向一体
化、后向一体化和“从田间到餐
桌”的发展思路，依托山西省有
机旱作农业技术，投资建设了沁
县肉牛养殖场，把酿酒酒糟和沁
县汾酒高粱种植基地结合起来，
实现了“高粱酿酒-酒糟养牛-
牛粪有机肥还田-高粱种植”的

生态循环产业链，最大限度地提
高了资源利用率，助力碳达峰、
碳中和。

本次走进汾酒原粮基地采风
活动，媒体记者们通过实地考
察，深入了解了汾酒在践行粮食
安全、原粮基地建设管理、生态
循环产业链等方面的产品源头
农业产业布局，感受到清香汾酒
源头的纯净。利用云上看直播、
线上参与等融媒体形式，深入了
解汾酒的品质特性、文化底蕴以
及汾酒集团在打造生态循环产
业链等方面的生动实践，为拥有
6000 年酿造史的汾酒进一步提
升品牌知名度与亲和力，为山西
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从田间走上餐桌的清正品质
主流媒体探寻汾酒“第一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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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的频繁切换和行业的快速轮动构成了
今年A股市场的主要特征。多变的市场环境
也令投资变得更加困难，但上投摩根基金依然
凭借出色的股票投资主动管理能力强势突
围。截至9月末，上投摩根今年以来旗下股票
基 金 算 数 平 均 股 票 主 动 管 理 收 益 率 达 到
14.0%；而拉长周期看，上投摩根基金中长期权
益投资业绩持续优异，过去2、3、5年旗下股票
基金算数平均股票主动管理收益率分别达到
126.4%、170.8%、157.0%，行业排名分别为第
9、第8、第6。 （杨广）

近日，备受市场瞩目的第十八届金牛奖评
选结果揭晓，银行系旗舰公司工银瑞信基金凭
借出色的权益、固收投资能力，旗下4只基金揽
获重磅奖项，为主动型产品获奖数量最多的基
金公司之一。其中工银战略转型股票基金、工
银信息产业混合基金分获五年期、三年期持续
优胜金牛基金，工银产业债债券型基金、工银
双利债券型基金分获五年期、三年期债券型持
续优胜金牛基金。至此，工银瑞信已连续15年
斩获金牛奖，凸显其长期、可持续的综合投研
实力。

无论在主动权益投资战队，还是在固定收
益投资战队，工银瑞信都锻造了一支老将、中
生代、新锐组成的完备梯队，这与其投资理念、
企业文化和人才培养体系密不可分。成立 16
年来，工银瑞信始终秉持“稳健投资、价值投
资、长期投资”的投资理念，将“投资者利益至
上”传导到每位投研人员，引导其形成重合规、
重稳健、重长期的投资观，实现了投研能力同
业领先、人才队伍效能提升的良好局面。

在投研管理机制优化方面，加强内部人员
梯队“传帮带”，深挖投研人才潜能，打造“能者
上、劣者汰”的精锐队伍。对于投研人员的考
核，工银瑞信注重更长期表现，以三年业绩考
核为主，当年业绩为辅，从机制上减少甚至杜
绝博取短期收益排名的投资行为，并设置定量
与定性相结合，全面评估投研人员的业务能力
与行为素质，以保证客户、渠道、公司、基金经
理目标的一致性。正是过往16年的投研积淀，
持续聚焦资产管理能力提升，才让工银瑞信基
金迎来如今的高光时刻，并在高质量发展的路
上行稳致远。 （杨广）

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方，是资本
市场持续发展的基础。投资者教育服务工作
重要性不言而喻。以国内领先的大型公募基
金公司广发基金为例，该公司在常态化开展防
范打击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的宣传教育之外，围
绕我国投资者实际需求，持续健全立体有机的
投资者教育服务体系，与时俱进、务实用心，凭
借高质量的投教服务出圈，通过多种创新投教
形式和优质投教内容，为提高个人投资者的专
业知识水平和理性投资决策能力不懈努力，助
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杨广）

今年以来A股市场震荡，市场对稳健类理
财的需求急增，“固收+”产品的数量和规模得
以大幅增长，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截至2021
年 9月末，“固收+”基金数量逾 1000 只，市场
规模超1.6 万亿元，是 2018年底规模的 5.7 倍，
该类产品已成为供需两旺的公募品类。据悉，
招商享诚增强债券基金采用“固收+”策略，于
10月 11日重磅发行。该基金由固收老将刘万
峰、均衡型价值投资坚守者王刚联袂掌舵，力
争打造攻守兼备、应对震荡市的“固收+”产品。

（杨广）

面对风格快速切换的市场环境，均衡配置
和长期持有成为越来越多投资者的选择。东
方红智选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月 18日起发行，这只基金设置三年持有期，由
拥有高端制造业工作经验、14 年证券从业经
验、6年投资管理经验的老将秦绪文管理，将自
上而下选择行业与自下而上选择企业相结合，
采用确定性优先和行业均衡配置原则，追求长
期可持续收益。看好A股和港股中长期趋势
的投资者，不妨借道把握投资机会。

（杨广）

据悉，资深FOF战将桑磊拟担任基金经理
的中欧甄选 3个月持有将于 10月 20 日起正式
发售。中欧基金桑磊是国内首批养老目标基金
的基金经理，在管多只FOF产品，长期超额收益
显著。

中欧甄选 3个月持有的拟任基金经理桑磊
从业逾13年，管理公募基金近3年，长期专注资
产配置，拥有 CFA、CPA、FRM、中国精算师等
资格。他注重安全边际和分散配置，更倾向于
基于对市场的预判和观察进行右侧操作，长期
持有优质资产力求获得超额收益。（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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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的复兴和发展仍任重道远。
有调查数据显示，55.9%的受访汉服消
费者表示，不会在日常场景穿着汉服。
约有 47.5%的汉服消费者只拥有 2—4
套汉服，且大多数穿一两次拍个照便束
之高阁，这影响了汉服产业的进一步做
大。

“尽管挑战很多，但汉服仍是一个
潜力巨大的市场。”上述汉服达人对记
者分析，未来汉服要往日常化、大众化
靠拢，只有大众接受度提高，市场进一
步打开，才能将更多的精力汇集在精品
的打磨上，“未来汉服产业或两极分
化，精致的高端汉服与接地气的普通汉
服并行，就像西装一样，既有量身定
做，也有日常平价款。”

在汉服的推广上，从业者们也摸索
出越来越多的创新模式。“‘汉服广东’
的主要责任就是推广汉服，过去我们更

多是举办一些公益性质的活动，但去年
以来我们也摸索出一些商业化的路径，
这对汉服长期推广是有好处的。”谢嘉
妍告诉记者，近年来，“汉服广东”举办
了“中国红妆”汉服妆造、十二花神评
选等比赛，还通过搭建沉浸式场景推广
汉服深度体验，让活动的规模和体验感
都有了提升。

此外，由服装延伸出的汉服产业链
也日趋成熟，不仅有汉服销售、妆造体
验、汉服摄影等“一条龙”业务，还衍生
出如汉服深度体验的剧本杀、复原传统
宴席的汉服餐厅等新业态。“‘大道至
简’，汉服产业未来的发展一定要创
新、要接地气，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
当然这个推广会有一定难度，我们一方
面要守住传统根基，另一方面也要大胆
创新。”广东省传统文化促进会会长李
世玉对记者表示。

从小众服饰到百亿产业
汉服破圈生长浪潮迭起

文/羊城晚报记者 莫谨榕 实习生 肖霞洁

今年的中秋节，一群广东“同袍”身着汉
服，手持花灯，在珠江游船上共赏明月，同享
佳节。这赏心悦目的一幕在近几年传统节日
里频频上演。在汉服圈，汉服爱好者们亲切
地互称“同袍”，资深同袍还会戏称自己是“老
袍子”。

来自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15—2020
年中国汉服市场销售规模由1.9亿元大幅上
升到63.6 亿元，预计 2021 年汉服爱好者数
量规模预计达689.4 万人，中国汉服销售规
模将突破100亿元。

在汉服产业中，曾经流行着
“一都两州”（成都、广州、杭州）
的说法，而随着山东曹县汉服产
业的崛起，目前，国内已形成成
都、广州、杭州、山东曹县四大汉
服生产基地，为汉服流行提供了
供给侧保证。

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5
月底，我国共有逾 3000 家汉服相
关企业：广东最多，逾 300 家；安
徽有近 280 家；浙江、湖北、河南
和江苏也均超过 200 家。

iiMedia Research 艾媒咨询数
据显示，浙江、广东等地区淘宝汉
服商家集聚效应显著，而西安、成
都和杭州等城市汉服门店数量较
多；在市场中的实体汉服商家数
量上，广东和湖北的实体汉服商
家数量最多，均为 130 家。安徽、
浙江的实体汉服商家也均超过
100 家，分别为 116 家、112 家；在
电商领域，重回汉唐、兰若庭、汉
尚华莲位列汉服电商前三强。其
中，重回汉唐、兰若庭均来自成
都，汉尚华莲是广州商家。2021
年，关注“汉服”的网民地域分布
前三分别是四川、浙江和广东，分
别 占 比 12.71% 、12.02% 和 9.3% 。
综合来看，广东是当之无愧的汉
服产业的热门地。

（莫谨榕 肖霞洁）

2019 年，是汉服圈关键的
一年。数据显示，这一年，汉服
销售规模达到45.2亿元，同比增
长318.5%。2020年虽受疫情影
响增速放缓，销售规模为63.6亿
元，但市场依然辽阔。

同袍们也深刻感觉到了这
种变化。“2019 年，汉服产业的
发展绝对是井喷式的，其实早在
2017—2018 年，汉服圈已有逐
渐火热的迹象，到了2019年，在
流量和资本的加持下，汉服产业
迎来了爆发。”知名汉服社群“汉
服广东”负责人谢嘉妍告诉羊城
晚报记者。

这一年发生了什么？这一

年，一位身着汉服的“不倒翁小
姐姐”在西安大唐不夜城游览，
被游客抓拍照片并发在抖音上，
瞬间获得数百万点赞。这一年，
大量博主拍摄便装“瞬间”变汉
服的短视频在互联网上广泛传
播。这一年，海外留学生发起了

“汉服环球旅行”活动，汉服热度
迅速燃向全球。

汉服“破圈”的背后是越来
越庞大的汉服爱好者和消费者
群体。数据显示，2017—2019
年，中国汉服爱好者数量连续三
年 保 持 70% 以 上 的 高 增 长 。
2019 年，中国汉服爱好者达到
356.1万人，同比增长74.4%。

市场热闹了，汉服从业者也
感受到了产业和资本的热度。
天眼查数据显示，逾 6成的汉服
相关企业（全部企业状态）于近5
年注册，2019年汉服相关企业新
增 1000 家，2020 年新增 800 余
家。也有机构预计，2021年汉服
市场规模将近百亿元。

“新入局者很大一部分是嗅
觉 敏 锐 的 资 本 和 传 统 女 装 品
牌。”谢嘉妍告诉记者。此前，汉
服商家大部分由资深“同袍”转
变而来，比如重回汉唐、汉尚华
莲。但在 2019 年前后，以广州
外贸女装为代表的一批传统女
装厂商进入了汉服产业链，这些
厂商对服装生产销售环节十分
熟悉，更采用美妆、时装等快销
品的电商模式做汉服，利用产业
链优势把汉服平均价格降下来，
为汉服“破圈”又添了一把火。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去年“双
十一”期间斩获天猫淘宝销售总
额桂冠的品牌十三余。这个品
牌成立于 2016 年，由两个生于
1993、1994 年的传统文化爱好
者小豆蔻儿和路洋创立。尽管
创始人也是资深同袍，但十三余
从诞生之日起就走了截然不同
的道路。首先是脱胎于传统的
网络红人+电商模式，利用网红

和社交媒体为品牌带来流量出
圈，同时积极接触资本。今年 4
月，十三余关联公司杭州达哉文
化有限公司获得 A 轮过亿元融
资，投资方为正心谷资本、哔哩
哔哩和泡泡玛特。

汉服体系丰富繁杂，款式和
场景需求不同，做工面料、图案
纹样等元素也有所不同，因此价
格从几十元到数万元不等。一
套原创汉服需要经历最初方案
策划、设计师绘图、制版、选料、
工厂制衣、绣花厂刺绣，到成品
样衣、批量生产，最后上新开
卖。“产业链上哪一个环节掉链
子，都可能让企业的心血打水
漂，所以产业链具备竞争力的企
业，才能在汉服产业竞争中脱颖
而出。”谢嘉妍表示。

十三余 似 乎 就 深 谙 这 一
点。通过品牌影响力，十三余
深度整合数字供应链，通过“敏
捷开发”的形式创造更多创新
版型和更短产销周期，屡屡打
造汉服爆款，并将一套汉服价
格 压 低 至 数 百 元 ，以 走 量 取
胜。与之相比，高端汉服品牌
如明华堂，其定制化的妆花衣
袍套装售价最低也要 6000 元，
官网显示服饰工期已经排到了
2022 年 6月。

一直以来，汉服圈内部存在着“复
原派”和“改良派”的差异，前者追求
以文献、古画、文物为基础的传统服饰
的复原，重在“真”；后者倾向于在汉
服中加入时尚元素，让汉服变得“仙
气”，由此延伸出“传服”和“仙服”两
种风格。

随着资本和大品牌的进入，汉服内
部的“风格之争”逐渐演变成“产业之
争”。抢先饮头啖汤的是以平价日常
为主打的“仙服”厂家，而做工精细考
究、追求正统复原的传服派在竞争中
渐感力不从心，部分转而去竞争平价

汉服的市场。一位汉服达人高芷珞表
示了担忧：当“仙服派”把产业蛋糕越
做越大，高品质汉服的市场可能会被
进一步蚕食，汉服的文化属性会不会
因此被削弱？

更让同袍担心的是，盗版山寨、滥
竽充数的汉服厂商正侵蚀汉服产业健
康发展的根基。为了抢占市场，商家
竞争加剧，让汉服的用料、质量等产生
了重大变化。而山寨产品难以界定，
消费者对山寨品抵制不足，盗版抄袭、
形制混乱等现象层出不穷，让山寨情
况屡禁不绝。

链接

“一都两州一曹县”
广州跻身

四大汉服生产基地

工银瑞信
斩获4项金牛奖杯

广发基金
投资者教育服务
凭借高质量出圈

上投摩根
近五年股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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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享诚增强
10月11日重磅发行

东方红智选
三年持有混合基金
10月18日起首发

中欧甄选
3个月持有即将发行

A 小众服饰飞入寻常百姓家

B 当国风潮流遇到资本入局

C 汉服“李鬼”扰乱市场

D 汉服生意不只是卖服装

当下，身着汉服自拍很流行 供图/CFP

沁县汾酒高粱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