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胡智 陈国盼）
“我们就是认准‘大凉山’的招牌过来的。”近日，
在四川省精品消费品展上，来自成都的张女士，
拉着自己的便携小推车，来到凉山展馆开启了

“扫货”模式。
“这个正中的苦荞沙琪玛，我们经常买，这

回要多囤几袋。”在凉山正中食品展位一连买了
几包沙琪玛的程先生说，“凉山的苦荞产品名气
大，大家都爱吃。”

“凉山的猪肉吃起来是要香些。”在雷波彝
谷农产品展位，“识货”的消费者一下掏出 400

元，购入用资格凉山芭蕉芋跑山猪制作的腊肉、
香肠制品，下了凉山展馆的第一个“大单”。

本次四川省消费品精品展，凉山展馆可以说
是有备而来。凉山组织了36家企业参展，带来了4
大类 212种产品，包括野生菌类等纯天然生物加
工制品；苦荞酒、苦荞茶、苦荞系列等健康食品；
三牧牛奶系列饮品等绿色农特加工产品；好医生
系列药品和保健品、新鑫中药饮片系列等天然生
物制造消费药品；彝族服饰、彝族漆器、会理绿陶
等民族文化制造消费产品，受到了消费者的欢
迎，用事实证明了“凉山出品，必属精品”。

凉山 “凉山出品”备受消费者欢迎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唐千惠 汤斌）“本着
‘宁缺毋滥，优中选优’的原则，我们在全市100余
户消费品规模企业中遴选出20户企业参展，主要
涉及酒水饮料、调味品、果蔬粮油、纺织鞋服等领域
生产企业。”11月27日，在四川省消费品精品展的
新闻直播间里，资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消费品科
科员陈科告诉记者，此次参展，资阳市带来了琳琅
满目、性价比高的优质商品供消费者选择。

在资阳馆，当地优秀企业带来的精品产品

让广大消费者爱不释手。其中，四川华通柠檬有限
公司、四川朗特鞋业有限公司、四川外交家酒业有
限公司、四川两节山酒业有限公司、四川旺鹭食品
有限公司的企业代表更是带着各自的精品产品来
到直播间，不仅介绍了参展产品的优点，还畅聊了
企业发展的亮点。

“两节山酒历史悠久、酿造技艺好，希望消费
者能来到现场品尝一下我们的佳酿。”

“外交家酒业带来了专用酿酒桑果酿造的桑

葚酒，也带来了口味极佳的桑芽茶，欢迎大家前来
选购品尝。”

“朗特鞋业带来了当前畅销的新款老爹鞋，外
观时尚、穿着舒适，深受消费者欢迎。”

“华通柠檬严格选择原材料，确保产品品质，未
来还将推出柠檬面膜、柠檬泡腾片等产品。”

直播间里，企业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推荐着
各自的精品，展现出资阳企业积极踊跃参加此次消
费品精品展的热情。

资阳 企业踊跃参展 消费品工业潜力十足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程强）“雅安藏茶
今日发福利了，当天下单半价就能拿走，作为雅
安特色大家一定要尝一尝。”11月27日，在四川
省消费品精品展上，大家寻着茶香纷纷前来咨
询购买，展区里热闹非凡。

当天，川经 望的直播探馆记者走进展
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天府之肺 熊猫故乡”
几个大字，而这也正是雅安馆的主题，记者在
400 平方米的展区里看到百余种展品琳琅满

目，有特色的雅安藏茶、蒙顶山茶、润兆鱼子酱、芦
山根雕、荥经黑砂，充分展示了雅安特色的风采。

走进雅安藏茶展区，记者端起一杯刚刚煮
好的藏茶，还未入口香气便扑面而来，入口后更
是香醇无比。“雅安藏茶自唐朝就有记录，是千
年古茶。该茶是采摘于海拔 1000 米以上的高
山，经过特殊工艺精制而成的发酵茶。”展区负
责人介绍到。

当天，在展区负责人的介绍下，记者还了解了

特色鱼子酱、根雕工艺品，荥经砂器等特色产品。具
有浓厚文化特色的消费品精品引得网友纷纷发文
互动并火速下单，火热的气氛引爆了网络。

据了解，近年来，雅安以绿色发展示范为统领
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消费品精品知名
度不断扩大。同时，雅安也将通过本次消费品精
品展继续加大“天府之肺 熊猫故乡”这一城市名
片知名度，为全省“5+1”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

雅安 特色精品引爆网络 网友纷纷下单

川酒“十朵小金花”抱团出击 直播赋能商家启发大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李洋 黄晓庆）

“‘敢标真年份，内行喝潭酒’。朋友们，赶紧下手
哦，我们的潭酒是老牌酱酒企业，我们的酒绝对
是按照年份定价，保证透明，绝不虚标。”11月
27日中午 1点过，来自泸州的仙潭酒厂的工作
人员准时走进展会现场的首届川酒“十朵小金
花”抖音专场直播间，和 1919的网红主播开启

“带货时刻”。
“直播间请的是千万粉丝的带货主播，覆盖

面很广，加强了潭酒的品牌宣传。”仙潭酒厂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展会期间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
4点，1919在展会现场设立了抖音直播间，专门为

“十朵小金花”轮番提供带货服务。
“1919 直播间的反响比较好，下播后我们自

己又到旁边借了一个直播间继续直播。”与潭酒
展位比邻的玉蝉酒也来自中国酒城泸州，其现
场负责人表示，这次联合 1919 做的抖音直播不
仅让很多新老朋友更了解玉蝉酒，促进了线上
的销售额，还启发了他们进行线上销售。她表
示，展会结束后，会进一步开发直播平台，促进

销售。
同样，作为“十朵小金花”之一的四川广汉金雁

酒业有限公司品牌总监袁钰泽也表示，金雁受到今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需要另辟蹊径谋发展，直
播带货是一个很好的推广和销售途径，近几年已经
在试水。

小角楼也是参与本次直播的企业之一。品牌相
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展会组织酒企与酒类新零售企
业 1919合作，走上的是一条创新之路，这也给小角
楼自身品牌发展带来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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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爆买卖现场背后的“转型之道”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刘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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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侯东）“搭建沟通
新平台，开启发展新征程。”11月 27日，借力四
川省消费品精品展大平台，广元市在成都世纪
城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了“广元造”食品饮料（成
都）推介会。本次推介会共有60家广元企业，携

“广元七绝”、饮料、美酒、肉类食品、特色粮油等
系列的200多种食品饮料类产品参展。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广元最大的优势，是广
元未来发展最重要的战略依托，是命脉所在。”
广元市委副书记、市长邹自景说，近年来，广元
坚定践行“两山”理论，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大
力培育绿色有机产业，积极推进有机产品认证
示范市创建，是全省首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市、农产品产地无公害化市。广元清新的空气、
优良的水质、干净的土壤，孕育了绿色有机、品

质纯正的农特产品。
目前，广元正在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战略机遇，积极构建现代特色农业“7+3”
产业体系，大力发展食品饮料等特色产业，加
快建设成渝地区绿色产品供给地、产业协作配
套基地和生态康养“后花园”。希望通过本次推
介会，为成广两地的食品饮料生产商、采购商
和消费者，搭建起信息交流、产销对接、务实合
作的广阔平台，让“广元造”产品走进成都的各
大商超，让“广元美味”走上成都市民的餐桌，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端、安全的多
样化食品需求。广元市相关部门和参展企业要
抓住机遇、主动对接，提供优质服务，保证产品
质量，进一步提高“广元造”产品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

乘展会东风推介食品饮料精品

精准直达 普惠金融突出“个性化”

“科创贷”“融创贷”“政采贷”……琳琅满目的产品
简介摆满了金融服务超市的展台。在展台另一边，通过
扫描二维码，即可阅读由经济和信息化厅、中国人民银
行成都分行及四川银保监局等单位共同推出的《金融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摘要》《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政策汇编》《2020四川小微和民营企业金融产品服务
手册》《四川省金融机构应收账款融资产品介绍及案例
汇编》，相关政策举措一目了然。

“受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许多企业尤其是中
小企业都出现了资金紧缺的情况。我们希望通过此次
展会，能够展示普惠金融成果，同时也能为现场的企业
提供金融服务。”经济和信息化厅产业金融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

在参展机构的选择上，展会主办方可是花了不少
心思。“我省中小企业较多，结合参展企业的情况，金融
机构不仅有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
等，我们还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四川天府银行、泸州银行
等区域性银行，更有华西证券等四川本土券商为企业
提供股权融资服务。参展的金融产品也着重在普惠这

一块，在用户理解和实操层面上，都力求简单快捷。”该
负责人介绍道。

在这些金融机构中，记者注意到，还有一家来自外
省的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该行已扎根四川 10多年，在
成都有 20 家分支机构，主要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
务。同样专注服务于中小微企业的，还有成都中小企业
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开展多领域服务，行业
覆盖了高新技术、生产制造、现代服务、教育医疗等。

为了更加精准地了解需求，记者了解到，为期三天
的精品展期间，每天的成交等数据都将纳入后台进行
统计，金融机构和参展企业可以实时了解情况，实现供
需有效配比。

金融“相因”多多 机构频出“大礼包”

此次四川省消费品精品展涵盖了食品饮料、轻工
产品、健康医药、智慧电子等品类，大规模集中对接这
么多行业，金融机构也是纷纷“出招”，送上“大礼包”。

“贷款利率低至 2.8%，这是我们针对此次展会申
请的特别优惠，第一次降这么多！”招商银行成都分行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区别以往 3.1%的利率，此次招行

“票据大管家”产品将在三天的展会期间，为客户提供

低至 2.8%的贷款利率。用户通过线上，最多一天即可
办理贷款。

而在广发银行成都分行的展位前，人头攒动，各式
礼品吸引着来来往往人们的目光。来自眉山的张女士
成功办理了广发银行信用卡，领到开户礼品的她十分
开心，张女士说：“太方便了，以前还要到网点办，今天
在现场，认证这些就都办了。”

广发银行成都分行销售主管罗英说，以前没有参
加过这样的展会，这次参展收获很大，和消费者面对
面，能更加直观地了解需求，对未来的工作将大有裨
益。

另一个展位上的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开展
第一天就已经与10多家企业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

“各行各业咨询的都有，可以看出企业的资金需求还是
比较旺盛。”该行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面向优质的小
微企业，该行的抵押 e贷产品在线就可办理额度最高
1000万元，纳税 e贷结合企业涉税信息，贷款额度最高
可达300万元。

金融优惠“来袭”，以“小而美”著称的上市银行泸
州银行，更是推出了免评估费、免抵押登记费、免公证
费的“欢喜贷”，不仅可接受资产抵押，还可以接受担保
公司担保。

线上金融亮眼“秒贷”产品受欢迎

优惠多多、方便快捷、科技感十足是此次展会上不少
人对于金融展区的印象。各金融机构纷纷推出线上业务，
通过手机App或扫二维码等，金融业务即可在线上成功办
理。在贷款产品中，“秒贷”也成为不少金融机构主打的特
色亮点产品。

“我们的综合性票据业务运作平台‘票据大管家’，
其中的‘在线贴现’产品整个流程都是线上办理，系统自
动审核，贴现的资金实时就可到账。整个过程 10 秒就可
以完成。”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客户
只需登陆该行企业网银操作，就可实现足不出户、一点
即融。

展会现场，交通银行的“线上抵押贷”“线上税融通”等
产品，广发银行的“E秒贷”等也受到了不少关注。

来自达州渠县的李先生从事农副产品加工业，对金融
机构这些线上产品十分感兴趣。“我们企业规模小，又不在
成都，这些线上的产品很适合我们，省去了很多繁琐的程
序。”李先生说，以前了解金融产品都是一家一家去咨询，
这次在展区，一次性就了解了好几家机构的产品，特别有
收获。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唐千惠 庄媛）
“此次四川省消费品精品展，黑水县组织了 7
户企业，带来了 10多种产品。”近日，在四川省
消费品精品展的新闻直播间里，阿坝州黑水县
委副书记廖军如数家珍地介绍起了黑水参展
产品。

此次展会，黑水县不仅带来了“九千年泉
水”、玉米面粉、青稞糌粑、牦牛肉干、野生菌、
中蜂蜜、藏香猪罐头等优质产品。还积极“拥
抱”互联网，通过新闻直播间专访、直播带货活
动等方式，进一步向市场推广“黑水造”优质产
品。另外，黑水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水务局

副局长王维东告诉记者，为让广大消费者品尝到
来自雪域高原的珍馐，黑水不仅推出了各类产品
试吃装，还将给前一百名消费者免费赠送精美礼
品一份。

记者在阿坝州展馆里看到，藏香猪的产品引
来了一批又一批观众驻足询问、品尝、购买。黑水
康鑫农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小勇告诉记者，此
次参展，公司共带来了两大系列共15种产品。“我
们在展会现场，还将以全场8折的优惠，让更多的
消费者能品尝到净土阿坝独特、绿色的产品。”

记者了解到，当前黑水的农牧产品广受市场
好评的秘诀，正是其对品质的严格把关。对此，黑

水县兴鑫农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兴保告诉记者，为
了保证色湾藏香猪的品质，公司专选本地优质猪
种，并将牧养基地安置在海拔2800米以上的瓦钵乡
曲瓦村，环境无污染、饲料纯天然，保证藏香猪肉的
品质。

当前，黑水已经成为当地的“招牌产品”之一，
廖军表示，当前，黑水县正大力发展藏香猪、生态蔬
菜等六大产业为主体的生态效益农业。产业规模、
品牌建设等方面均取得突破。

“绿色、天然、安全”，是此次黑水县参展产品的
最大亮点。政府和企业代表纷纷表示，他们将携手
发力，把优质的黑水精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四川经济日报讯 （杨忠林 记者 杨琦）
“哇！景色太美啦！没想到，购买产品还能获得
景区免费门票。”11月 27日，在四川省消费品
精品展甘孜展馆，成都市民周先生在馆内一边
赏美景尝美食，一边高兴地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精品展期间，甘孜州通过现场
展览展销、直通直播、网红带货、文娱汇演、品鉴
品尝、优惠抵扣以及赠送景区门票等活动，集中
展示甘孜精品，达到“以展促销”的目的。

赠送景区门票活动。甘孜州文旅集团免费
提供 300张巴塘县措普沟门票，购置参展货品
满 398元后赠送景区门票，2021年度持该门票
到措普沟景区旅游免费。

品鉴品尝美食活动。展馆通过3D技术立体
呈现甘孜州景点景观，联合展会企业在展览期间，
开展松茸包子、牦牛肉干、冰川泉水免费品尝活动，
让顾客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品尝美食；并向体验者
提供原材料，参与松茸包子等产品的制作。

“希望借助这次精品展，宣传推介我州的特
色产品，让更多的高原特色产品走进成都，走向
全国市场，同时希望更多的企业投资甘孜。”甘孜
州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张建波说。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苏俊）11月27日，
在四川省消费品精品展上，成都工业文化发展
促进会与崇州市家具行业商会就打造成都首条
消费品领域工业旅游线路———成都家居工业
旅游线路达成合作协议，旨在推动成都市工业
旅游与家具行业共同发展，推出崇州市工业旅
游专线，从制造业服务层面入手，提高工业经济
发展，帮助企业提升品牌，促进销售服务升级，
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据悉，成都首条家居工业旅游线路由掌上
明珠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索菲亚家居（成都）有
限公司、四川省创新家具有限公司、成都喜临

门家具有限公司和成都市泰可百年印象家居有
限公司组成。在掌上明珠公司，可以看到民用
家具完整的产业链条、体验一站式服务、观摩家
具检测实验室；在索菲亚公司，可以体验智能家
具生产线带来的震撼；在喜临门公司，可以看到
床具制造企业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完美生产过
程；在创新家具，可以一站式看到完整的家具类
别生产场景，体验涵盖公寓、酒店、办公、医疗等
订制家具的工艺之美；在泰可百年印象，可以看
到实木全屋定制、模压，并体验家具以经典与现
代时尚元素的完美结合，精湛的技术工艺带来
的家具之美。

成都 首条家居工业旅游线路发布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陈家明）11月 27
日上午，记者从四川省消费品精品展获悉，26
日，自贡36家参展企业实现线上销售收入15万
元、线下销售收入10万元，总成交25万元。

“此次我们带来龙须淡口大头菜和盐帮老
坛大头菜两个系列参展。”自贡市泰福公司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在 26日卖出产品 100余
袋（盒），成交金额5000余元。

据悉，近年来，“贡井造”大头菜产业发展较
快，大头菜加工企业达到 50余家，带动了贡井

全区及周边市县种植大头菜 10万亩，年产值超 2
亿元。下一步，贡井区将打造大头菜现代产业园
区，支持大头菜企业扩建冷链发酵冻库，提档升
级腌制工艺，扶持大头菜产业做大做强。

“龚扇”是自贡市“小三绝”之一，被评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贡市龚扇竹编工艺厂龚扇
第五代传承人龚倩告诉记者，此次带来的龚扇系
列产品比以往参展带去的更加丰富。同时，还精
心准备了龚扇技艺现场展示，让人们通过技艺欣
赏，更多了解龚扇文化。

自贡 线上线下齐发力 首日成交25万元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常坚）11月27日，
四川省消费品精品展眉山馆同庆南风洗涤用品
公司的展位前，顾客再次打起了“拥堂”。看着大
家带着大包小包离去的背影，对“奇强”品牌的
信赖可见一斑。

同庆南风洗涤用品公司展会负责人、川渝
大区销售经理王福均告诉记者，这次展会他们
带来了14款洗涤产品，包含“奇强”牌除菌洗衣
液、植物皂精华洗衣液、绿茶洗洁精、天使婴幼
儿洗衣皂、内衣抑菌皂等。此外，还带来了公司
所属的南风集团的护肤新产品。

“既有富含中国死海天然矿物盐成分可以

滋养肌肤的中华盐皂，又有富含多种有机物质可
以去角质、控油祛痘的中华泥皂，还有可以除湿气
的生姜泡浴盐和可以美化肌肤的无患子泡浴盐，
甚至还有净颜、清痘的面膜、面乳。”展台前，眉山
市彭山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陈小军现场当起

“推销员”，向消费者介绍起产品来头头是道。
记者了解到，同庆南风洗涤用品公司地处眉

山市彭山区，公司拥有年产10万吨自动化洗衣粉
生产线和年产2万吨液体洗涤剂生产线，主营“奇
强”系列洗衣粉、洗衣皂、洗洁精、洗衣液等。2020
年1-10月，该公司销售洗涤产品9610吨、同比增
长2.5%，销售额5727万元、同比增长4.4%。

德阳 能看能吃能体验“德阳精品”亮相精品展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唐千惠 闫新宇）

“此次精品展，德阳46家企业带来了近200余种
产品，集中为大众展示德阳酿、德阳造和德阳味
道。”11月27日，做客四川省消费品精品展新闻
直播间的德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林丹，
详细介绍了德阳的参展情况。据悉，德阳此次参
展带来了不少智造的硕果。琳琅满目的“德阳精
品”，让消费者不仅能够现场参观和品尝，还能
亲身体验，进一步感受“德阳造”的魅力。

直播间里，德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医药食
品产业促进科科长罗晓燕对广受消费者关注的
德阳食品类企业和产品的参展情况进行了介
绍：“本次精品展，德阳组织了近 40 家食品企
业、超百种特色产品参展，可谓‘全明星’阵容，

包括剑南春、蓝剑饮品、年丰、旌晶等白酒饮料、粮
油加工、休闲食品龙头企业。”罗晓燕也通过直播
间向广大网友发出邀请，希望大家现场看一看、尝
一尝德阳的味道。

同时，绵竹市酒类发展局副局长高燕也将绵
竹的精品酒带到了直播间。“绵竹作为世界美酒特
色产区，众多酒企整体亮相发声，也纷纷给出了不
同的采购优惠政策。”据介绍，1至10月，全市规模
以上白酒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13.6亿元，同比增长
14.1%，下一步，绵竹也将通过强龙头、强产区、强
园区、强整合等方式，发展壮大绵竹酒业。

不仅如此，四川琪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亚度
家居、广汉市迈德乐食品有限公司、四川德阳市年
丰食品有限公司的企业代表也来到了新闻直播

间，他们不仅详细介绍了此次参展的情况，也透露
了参展的“小目标”。企业代表们纷纷表示，希望通
过此次消费品精品展，进一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寻求更多的合作、实现更深度的行业交流。

事实上，记者通过对政府、企业代表的采访，不
仅能看到琳琅满目的“德阳精品”，还能窥见德阳
消费品工业发展的势与能。对此，林丹表示，德阳
将以此次精品展为契机，把握国际国内双循环发
展新格局，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着
力推动成渝、成德眉资产业协作、共享大市场，大
力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战略，主动
适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创新能力，增加有效供
给，构建科技赋能、智慧健康、绿色生态的消费品
现代产业体系。

黑水 政企携手推广绿色、天然、安全的精品

探馆雅安藏茶展区

黑水企业代表走进直播间 新闻直播间德阳专访现场

金融“相因”来袭 精准普惠受热捧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魏雯静

玩上“云”小商品上了大平台

检查补光灯和设备、核对台本……势为互娱主播
张小洁正仔细地做着直播前的准备工作。27日下午，
她将开启宜宾馆的产品推广直播。不同于以往面对面
的推广和电视直播，张小洁仅靠一块手机屏幕就将产
品推向了千家万户。

“昨天泸州的酒、油纸伞等都进了我们直播间，观
众反馈很不错。”张小洁说，直播带货过程中，消费者有
任何疑问都可以第一时间与主播沟通，购物体验更好，
感受也更加直观。

从大学时期就开始接触直播的张小洁，已经是一
位“老”主播了。张小洁说，以往直播过程中消费者最关
心的就是产品是不是正品，产品有没有保障，本次精品
展的产品均是优中选优的四川精品，品质优良毋庸置
疑。

当天张小洁的直播主要是进行产品介绍和品牌推
广，并未开通购买链接，但手机屏幕上不断上涨的流
量，还是让她分外兴奋。

现场“粉丝”反馈很好，看到效果，参与直播的展商
也特别激动。“今天直播中，商家们争先恐后地介绍自
己的产品，其中几个新兴品牌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很
期待有新的推广方式，这场直播就是’及时雨’。”张小
洁如是说。

同样对直播效果充满肯定的，还有刚刚在直播间
介绍完自家产品的四川润兆渔业品牌项目总监杨
锐。

“在直播间里推广产品，推广过程就像聊天一样轻
松，但是很快就可以将产品资讯传递到千家万户，对比
以前，真的方便太多了。”杨锐说，作为一家鱼子酱生产
企业，企业参加展会主要是为了品牌推广，而这样的直
播无疑增加了企业的亮相机会。“企业很需要这样的机
会。”

与杨锐相似，远鸿小角楼相关负责人也看到了直
播的好处。他表示，未来小角楼会做更多数字化营销的
尝试，借新零售业态的东风，提高自身的品牌形象和品
牌美誉度，将小角楼酒销往川外更多地方，让更多消费
者了解川酒品牌。

直播将企业品牌推广上“云”，开通电商，则将企业
产品上“云”。

在展厅中的电商服务超市里，成都东博慧讯的销
售何孟云忙得脚不沾地。她说，这两天前来咨询的企业
来了一波又一波，都是咨询电商服务，企业上“云”意愿
非常强烈。

玩变现 大IP线下淘金热

“这个红萝卜烧骨头，小娃儿最喜欢吃了。”一边和
丈夫唠着家常，一边做着川味家常美食。“蜀中桃子姐”
的视频以记录美食制作过程为主，伴有农村日常生活，
视频内容成为不少网友的“下饭”最爱，抖音已拥有粉
丝上千万人。

隔着屏幕尝不出“桃子姐”的美味食物，那么来精
品展上实地品尝也不失为一个饱口福的好办法。在自
贡馆蜀中记忆展台，“蜀中桃子姐”冷吃系列食品，刚一
上架就受到消费者喜爱。

“平时经常看‘桃子姐’的视频，看到有她推出的产
品马上就来试吃。”品尝了味道后，来自成都的张女士
马上“安利”周边的朋友说：“快来买，这个味道不摆了，
真的好吃。”

另一位偶然发现“桃子姐”展馆现场的消费者，
不仅迅速抢购了几包心仪产品，还趁此机会与“桃
子姐”合影。

据了解，“蜀中桃子姐”品牌创立于今年6月，通过
电商销售模式，产品销往全国，截至目前，该品牌系列
食品销售额达 1000 万元以上。蜀中记忆相关负责人
说，本次参展，主要带了2个系列8个产品，26日仅用2
个小时，现场展品就销售一空，实现销售金额 5000多
元；线上则销售5000单，销售金额约10万元。

在展厅里，类似于“桃子姐”这样的网红 IP 变现
并不少见，成都馆里的重回汉唐就是另一网红大
IP。

这家成立于 2006年的企业，以销售汉服、开展汉
服文化交流活动为主要业务，不仅制作了自己的主题
曲，还在淘宝等平台开设网店，企业生产的汉服早已火
爆汉服圈。而本次展会上，重回汉唐就带着自家100多
件精品进展，进行形象展示。

“每天都有许多消费者前来’打卡’拍照。”该品牌
的销售人员介绍，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汉服，企业产
品凭借其精美的设计早已风靡“朋友圈”，知道企业参
展后，许多观众慕名而来。

玩跨界 老品牌跨出新市场

“神奇九寨，人间天堂。”九寨沟因其神奇的景致，
一直被誉为“人间天堂”。每年，九寨沟都会迎来世界各
地的游客，如何将前来的旅游者转化为消费者，一直是
当地经济发展关注的重点。

“对于当地百姓来说，希望来九寨沟旅游的游客在
看完美景后，也能满载而归。”阿坝州经济和信息化局
副局长杜文钲说，为此，阿坝围绕“九寨沟”三个字做文
章，推出“九寨沟”品牌，并与白酒、茶叶等企业合作，推
出系列产品。“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九寨沟不只有美景，
还有各种好物。”

“比如酒，我们就与剑南春合作，推出九寨沟包装
的白酒；茶就与绵竹一家茶企合作，推出九寨沟品牌
的茶叶。”在阿坝展馆里，展台上摆满了各种标示有

“九寨沟”的特色产品，其品类十分丰富，产品类型涵

盖了酒、茶、水、文创产品等，不大的展台被挤得满满当
当。

在众多产品中，以九寨沟美景为设计理念创作的文
创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该产品的设计公司九寨有礼品
牌部工作人员介绍，企业以九寨沟为主题设计了 500 多
款文创产品，本次参展虽只带了 40多种，但已深受好评。

“比如五彩池杯垫、九寨沟风景冰箱贴等都很受欢迎，消
费者只需要花费几十块钱，就能把九寨沟的‘美景’带回
家。”

九寨沟以政企合作开启了一场跨界，而距离阿坝馆不
远的酒类展区，另一种跨界也在这里呈现。

走进郎酒展馆，一个巨大的沙盘模型就吸引了参观者
的眼球。模型中心区域呈现的正是广受好评的郎酒庄园。
该展馆的讲解员介绍，郎酒庄园是郎酒集团打造的文旅项
目，品美食、喝美酒、看酒窖、逛天宝洞，游客仅在庄园内就
可以享受几天的休闲时光。“本次展示，我们也将郎酒庄园
以模型的形式带到了现场。”

小商品上“云”收获更多机会，大 IP落地收获更大市
场，老品牌跨界收获更多可能。精品展上的“转型之道”让
企业收获更多关注，亦让企业收获更大未来。

甘孜 赏美景尝美食 购物还送景区门票

眉山 这家企业携14款洗涤产品亮相

11月26日至28日，四川省消费品精品展在成都重磅亮相。在这个我省首个以工业消费品为主题的大型专业展会上，各金融产品被“摆上”超市，显得别具特色。
在展会的金融服务超市区，记者注意到，此次共有10家金融企业参展，涵盖了银行、证券、融资担保等。展台中央，一个硕大的二维码，正立其中。

“这是我们针对此次展会开发的一款小程序——全省中小微企业融资申请平台，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企业就可以填报有关信息进行资金申请。”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产业金
融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在该程序中，企业填写上一年营业收入、融资方式、意向融资金额、资金用途等信息后，相关工作人员将会进行实时跟进。通过线上程序，金融机构可以
实时了解企业的融资需求，达到双向有效的沟通。

为了让金融实实在在服务到实体，在“精准化”这块，此次参展的机构可谓是不遗余力。据了解，在选择参展机构上，经济和信息化厅就提前了解了需求，各大金融机构也针对展
会特点，优选了各自的产品来参加。金融机构优惠让利，让大家频频叫好。

主播们忙着介绍产品、网红品牌前排起了百人长队、消费者抢着将“九寨沟”带回家······四川省消费品精品展开展第二天，现场
热度更盛。

11月27日，记者将镜头从火爆的买卖现场聚焦到企业产品，从线下小商品上了“云”，线上大IP变了现，传统老品牌跨了界，看精品
展上的“转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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