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近日，，娃哈哈推娃哈哈推
出了价值出了价值9898元的特别元的特别
版营养快线版营养快线，，并附赠并附赠

““营养快线彩妆礼盒营养快线彩妆礼盒”。”。
彩妆礼盒中彩妆礼盒中，，包含了两包含了两
瓶经典包装的营养快瓶经典包装的营养快
线和两款不同色系的线和两款不同色系的
彩妆盘彩妆盘，，其中一个偏橘其中一个偏橘
色调的彩妆盘被网友色调的彩妆盘被网友
纷纷夸赞纷纷夸赞““配色好看配色好看，，
想尝试想尝试！”！”

从从1111月月2121日开日开
始始，，娃哈哈董事长兼总娃哈哈董事长兼总
经理宗庆后及其女宗经理宗庆后及其女宗
馥莉先后在微博为该馥莉先后在微博为该
系列产品预热系列产品预热———此—此
前前，，宗庆后的微博已经宗庆后的微博已经
近近2727个月没有更新个月没有更新，，宗宗
馥莉的上一条微博也馥莉的上一条微博也
停留在停留在20182018年年66月月。。而而
两人再次在微博社交两人再次在微博社交
平台露面平台露面，，都是为了此都是为了此
次活动宣传次活动宣传。。娃哈哈推娃哈哈推
出的彩妆盘出的彩妆盘，，受到了广受到了广
大网友的欢迎大网友的欢迎。。娃哈哈娃哈哈
官方微博于官方微博于1111月月2626日日
发出的抽奖微博发出的抽奖微博，，转发转发
数已经将近数已经将近33万条万条。。

有不少品牌尝试着有不少品牌尝试着
从食品行业跨界去做彩从食品行业跨界去做彩
妆护肤类产品妆护肤类产品。。食品品食品品
牌们每一次推出跨界新牌们每一次推出跨界新
品品，，几乎都会在网络上几乎都会在网络上
引起一番热议引起一番热议，，成为名成为名
副其实的副其实的““跨界网红跨界网红”。”。

但是，成为
“网红”，便有
“钱途”吗？

责编 郑然 美编 黄敏 廖敏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财经·证券12
2018年12月5日
星期三

食品行业老品牌
纷纷跨界出新品

泸州市商业银行获准在港上市

递交上市材料3个月后，泸州市商业
银行获准在港上市。12 月4 日，该行召开
了全球发布会，拟全球发售约5.46亿股H
股，发售价格在3.15港元至3.4港元。记者
获悉，该行计划于12月17日在港交所主
板挂牌，股票代码为1983·HK。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斌

新华保险开启风险管理师资格认证
首批授予7000余名营销人员

11月22日，新华保险公布了2018年首
批风险管理师（初级）资格人员名单。公司
首批授予7158名营销人员风险管理师资
格，并颁发风险管理师（初级）资格认证电
子证书。

“风险管理师”由新华保险于2017年在
行业内率先提出，是专注于生、老、病、死、残
风险管理计划的提供者，客户全生命周期美
好生活的见证者和守护者。为培养行业首支
专业的风险管理师队伍，2018年7月，新华保
险在业内首创风险管理师专业培训教材
——《个人和家庭风险管理》并公开发行。该
教材由公司董事长万峰主编，内容全面涵盖
个人和家庭全生命周期“生老病死残”各类风
险需求，专业解析个人和家庭的健康、意外、
养老风险管理全过程，权威解读基本医疗、养
老等社会保险新政策。这一对保险营销员新
的职业定位，适应寿险业新时代发展方向，顺
应“保险姓保”“回归本原”的行业发展理念，
为寿险营销队伍规划了更广阔的业务发展空
间，明确了努力方向。

2018年8月起 ，新华保险在35家分公
司同时开展风险管理师（初级）培训，并于8
月底开始组织风险管理师（初级）资格考
试，10月组织风险管理师（初级）资格认证。
截至目前，已经有14万余名销售人员参加风
险管理师面授培训，近12万人参加视频微课
学习，全系统7万余人参加并通过资格考试。
新华保险将严格审核，分批次为通过风险管
理师资格认证审核的营销员颁发证书，首批
7158人已于11月22日获得资格认证电子证
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田园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服
务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重大决策部
署，11月29日，中信银行在杭州召开支
持民营企业发展座谈会。会议邀请二十
多家民营企业面对面沟通民营企业金融
服务需求，并推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
十四项举措，从加强政策保障、提升服务
能力、提高服务效率、提升服务质量等多
个方面，切实助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中信银行表示，秉承服务实业、创
新发展的理念，该行始终将民营企业
作为重要的服务对象和业务合作伙
伴，致力于打造服务民营企业的“最有
温度的银行”。

出台专项政策制度
加大服务力度

中信银行继续坚定不移地将“服务
民营企业”作为全行战略规划的重要内
容，出台专项民营企业授信政策和指导
意见，继续加大民营企业授信支持力度。

中信银行将精准支持民营经济活跃的长
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长江经济带，积
极支持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
备等战略新兴产业；对于“有市场、有技
术、有前景、有核心竞争力”的民营企业，
将加大战略性资源配置并发挥并购、债
券承销、跨境融资等业务优势，助力其产
业整合、做大做强。

中信银行表示，对于暂时经营困
难、仍有发展前景的优质民营企业，将
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并通过参与银
行间合作、并购等方式，对其给予纾困
支持；对股票质押等流动性问题，不搞

“一刀切”强平；落实服务收费“两禁两
限”政策，对于普惠型小微法人企业主
动改“限”为“禁”，执行“四禁”政策，不
收取承诺费、资金管理费、财务顾问费、
咨询费；按规定承担融资过程中的房屋
抵押登记费，以及普惠型小微法人企业
融资过程中房地产类押品评估费。

同时，中信银行将发展普惠金融

作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业务结构的
战略安排。已成立由党委书记、董事长
担任组长的普惠金融领导小组，设立
23个联合工作组，出台近40项制度，
加快政策落地。在总行设立普惠金融
一级部，在重点分行开展业务试点，并
加快普惠金融支行和专营支行建设。
下一步，将搭建专业化管理体系，配置
专项信贷规模，实施专门授权审批流
程，开发独立IT系统，设计专属产品，
精准滴灌小微企业。

创新产品强化协同
提升服务能力

一方面，中信银行将加强供应链
金融等产品创新。基于核心企业自建
供应链金融平台、垂直类电商平台等
业务场景，通过银企直联、开放银行等
多种方式嵌入银行服务，探索“1+N+
N”型融资模式。研发“电商电票”、电
子应付凭证融资、电商供应链融资产

品，“以大带小”做深做透中小微企业
客群，将金融活水引流向小微企业。中
信银行还将加大债券服务力度，丰富
股权融资服务，为民营企业量身打造
国际金融服务，积极开展贷投联动、科
创基金等普惠类创新服务。

另一方面，中信银行将充分借助中
信集团“金融+实业”的协同优势，搭建

“融融结合、产融结合”的联合舰队，为客
户提供全周期、全方位的综合金融服务，
建立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创新基金和纾
困基金；为民营企业提供差异化金融市
场咨询服务，助力其避险增值。

优化各项业务流程
提高服务效率

中信银行将梳理并优化各项业务
流程，简化审批手续，以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高效服务，解决企业对资金服
务“多、频、急”的需求。如，将依托核心
企业，给予上下游产业链客户群一揽

子网络授信额度支持；加快实现供应
链金融一站式线上化、自动化审批。

此外，中信银行将加强与民营企
业的“总对总”服务，通过“整体谈判、
总分联动、平行作业”等一站式服务，
提升服务层级，提高服务质效。未来将
继续在总分行定期召开民营企业座谈
会，主动加强与民营企业的沟通与联
系，建立新型银企关系。

科技赋能破解难题
提升服务质量

中信银行将以信息科技为手段，
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优势，整合银企
信息资源，搭建与龙头企业、互联网、
电商等数据资源公司的合作平台，实
现信贷系统与民营企业相关系统互联
互通。加强大数据分析和应用，绘制基
于民企、小微企业行为、交易数据的一
体化客户视图，实现大数据立体评价，
全力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等难题。

中信银行表示，召开本次座谈会的
目的，是通过与民营企业面对面的沟通
交流，梳理并解决服务民营企业过程中
的难点和问题。今后中信银行将继续发
挥中信品牌优势，提高自身综合金融服
务能力，拓宽服务小微企业的广度，提
升服务大中型民营企业的深度，持续提
升服务民营企业的质效。

近年来，中信银行围绕国家战略，
积极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在制造、批
发、建筑、信息、物流等领域，量身定制
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满足民营企业多
元化融资需求；驰援民营企业应对市
场波动，及时为遇到临时性困难的一
批龙头企业提供服务。

截至2018年3季度末，中信银行民
营企业贷款余额7315亿元，在对公贷款
中占比38%。普惠贷款余额1232亿元，同
比增加384亿元，实现普惠金融“两增”考
核达标，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余额和
不良率较年初实现“双降双低”。 （杨斌）

中信银行十四项举措支持民企
打造“最有温度的银行”

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对记者表示，传统食品企业频频尝试推
出跨界产品，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新生代消费者。

“现代社会，年轻人的需求越来越多元。一个品牌的产品越多，
它对新生代消费者的捆绑性也就越高。这些跨界的产品本质上都是
为了增强与新生代消费者的黏性，让整个品牌更加年轻化，去满足
新生代消费者的多维需求。”

朱丹蓬称，“目前来看，还很难判断哪一个品牌的跨界是成功
的，大家都在试水。虽然跨界产品推出以后，热度和效应都有了，
但最终能不能转化为效果，还要再等等看。至少要到明年第一季
度，综合看各品牌销售方面的数据，才能判断哪一家品牌的跨界
是成功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杨佩雯

钱途真无量
网红一时爽

营养快线彩妆盘营养快线彩妆盘、、大白兔润唇膏大白兔润唇膏、、泸州老窖香水泸州老窖香水、、农夫山泉面膜……农夫山泉面膜……

从 11 月下旬开始，@娃哈哈
官方账号持续在微博进行预热，直
到12月1日，娃哈哈微信公众号中
的商城哈宝游乐园正式开卖特别
版营养快线。

虽然在其购买页面无法看到
具体的销量数字，但哈宝游乐园的
客服告诉记者，“这是售完即止的活
动。”截至12月4日下午16时，限量
5000份的产品仍然可以进行购买。

娃哈哈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彩妆盘只是特别版营养快线
的赠品。娃哈哈暂时没有转型做
彩妆的打算，选择彩妆产品，是因
为目前这个品类在年轻人中的话
题度和普及度很高，比较合适承
载一些富有新意的尝试。”

“一直以来，娃哈哈在营销上
面没有投入太大的精力。随着消
费者的更新换代，我们也想尝试
一些新的事物，之前尝试过AD钙

奶味月饼，没想到很受欢迎，上线
1秒内就被抢购一空。我们想让消
费者知道：娃哈哈的品牌形象正
在发生变化，变得更有趣、更多元，
不再那么有距离感和年代感。”

同样是以饮品起家的泸州老
窖和农夫山泉，在跨界经营上面临
着和娃哈哈同样的问题——他们
都是以单一品牌推出跨界产品。

泸州老窖作为售卖白酒的品
牌，其推出的跨界产品也与主营
产品搭上关系，所推出的名为“泸
州老窖顽味”的香水，因为香味受
到网友们的广泛关注。2018 年 2
月，泸州老窖方面相关人士曾向
媒体透露，首批2万瓶香水上市几
天即已售罄，这一跨界带动了品
牌天猫官方旗舰店销售量增长
941%，PV增长1870%。

然而，在热度退却之后，该款
香水的销量呈断崖式下跌。记者发

现，无论是在官网还是在其天猫旗
舰店，其月销量都在250瓶以下。

同样以饮品起家，农夫山泉选
择跨界做面膜产品。2017年年末，
农夫山泉推出的三款补水型护肤
品都主打“天然桦树汁”的保湿功
效。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在接受
新浪财经采访时曾称，很早以前就
有人希望农夫山泉推出保湿型的
产品，“我们毫不怀疑我们的方向，
我们的产品是颠覆性的。”

记者发现，其中两款定价超
过 200 元的保湿液月销售量均不
足200件。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款
面膜后续的新闻稿件中，“该款产
品为农夫山泉跨界推出”的提法
已经不再过多出现。这或许也是
单一品牌推出跨界产品都将面临
的困境。一旦作为噱头的风过去，
销售疲软之后，产品应该如何继
续营销？

还有不少品牌，选择与其他
品牌合作，推出跨界产品。

大白兔奶糖，也是“跨界网
红”中的一位。早在今年9月，大白
兔奶糖就曾与国产品牌美加净联
名推出过一款润唇膏。润唇膏不
仅沿用了大白兔奶糖的包装，连
它的香味，也是独属于大白兔奶
糖的奶香味。

第一批大白兔润唇膏于9月
20日上架，据北京晚报报道，在不
到2分钟的时间内，所有的大白兔
润唇膏全部被抢空下架。次日，美

加净紧急补货再次上线开卖，售
价由78元两支提升为80元两支，
但仍被抢购一空。

59岁的大白兔奶糖和56岁的
美加净都是“老字号”品牌。美加
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曾表示，“尽管如今年轻人可以很
容易买到全球各地的化妆品，以
及各色进口的糖果点心，但它们
都难以取代很多人心中的老牌国
货情结。我们认为，当这些老字号
上升到了‘情结’的高度，便很难
被轻易替代。”

在电商平台淘宝上，记者浏览
美加净官方旗舰店发现，大白兔润
唇膏已恢复78元两支的价格，目
前上架产品仅为预售，但其月销量
已经达到 8353 笔，买家评价基本
都是好评，出现频率最多的词句就
是“满满都是童年记忆”。

而同样推出唇部产品的周黑
鸭，更是将“辣”的特性融入了与
御泥坊合作的小辣吻咬唇膏中。
目前，小辣吻咬唇膏已经停止发
售，但这款商品为两个品牌带来
的议论和曝光依旧没有结束。

在所有食品品牌的跨界尝
试中，旺旺算是走得比较好的。

2018 年，旺旺先后与服装品
牌TYAKASHA、自然堂进行联名
合作，所推出的服装等产品，不仅
成功吸引了网友们的关注，在时
尚界也颇受认可，甚至在各大电
商平台出现了诸多山寨仿款。

据北京商报报道，旺旺与
TYAKASHA 联名的服装于 10 月
16 日进行小规模发售。数据显
示，卫衣、毛衣和零钱包等联名
产品均在 7 秒内售罄，还带动了

近 70 多万粉丝涌入旺旺天猫官
方旗舰店，客流量比平时翻了10
多倍。

而旺旺与自然堂联名推出
的“旺旺雪饼”气垫粉底，也受到
了数据的肯定。在 10 月 20 日零
点开启预售后，仅 1 天时间预定
数已经近万。

即便风头过去，旺旺在天猫
旗舰店售卖的周边产品相较其
他品牌仍然很能“打”。12 月 3
日，记者发现旺旺的两款周边产
品月销量超过1200件。

究其原因，恐怕与其推出
的“旺仔”IP 形象不无关系。相
比其他老字号品牌只能给出一
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情怀”，旺
旺手中最大的王牌莫过于旺仔
的 IP 形象。

旺旺似乎也逐渐意识到了
其 IP 本身可能比食品更好卖。
在接连推出联名款的同时，旺旺
内部也曾于 2017 年年末推出过

“旺旺太阳星双创计划”，计划孵
化相关的运营团队，打造“互联
网+文创+食品”的模式。

单
兵
作
战

娃哈哈出了彩妆盘 泸州老窖香水火了一阵

有鼻子有眼的“旺仔”胜过看不见摸不着的“情怀”?

大白兔+美加净 推出奶香味润唇膏联
合
作
战

一
枝
独
秀

一个品牌的产品越多
对新生代消费者的
捆绑性越高

专
家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手记
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科创板入围条件明朗？
这个题材短期难降温

经过大涨之后，昨天A股市场表现比
较温和，大部分交易时间内，指数都是窄幅
震荡，直到最后一个小时，大盘才再次选择
上行。最终，沪指上涨11.16点，以2665.96
点报收，涨幅0.42%，而沪市成交量回落到
1441.4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创投概念股继续成为
市场主角，短期来看，市场围绕科创板这一
题材的挖掘和炒作可能很难降温。

近期，如果在搜索引擎中输入“科创
板”三个字，一定会搜索出多条新闻。

昨天下午，据经济参考网报道，自知情
人士处获悉，中关村示范区已经于近日向
上交所提交了“科创板”的名单，总计不到
30家企业，以“黑科技+独角兽”为筛选企
业的关键词，剔除了“独角兽”中模式创新
类企业。该媒体还报道称，纳入名单的企业
有非常详细的筛选标准，包括专利数据、营
收等，但是对于具体营收情况还只是用估
算的方式或者由企业自报的方式。

对于科创板，总的感觉是，消息面比较
乱，大家都在抢时间，大家也都在挖新闻，
甚至是猜测。当然，也正是这种氛围，才使
得近期创投概念股的炒作持续“高烧不
退”。虽然有些前期涨幅过大的创投概念股
已经开始逐渐回落，但每天依然还有不少
个股会吸引大量资金流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