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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 29日，通用技术
中纺院海西分院举行工作领导小
组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第一次会
议。“这次会议也意味着海西分院
的机构性质及运营管理体制都发
生了变化。”海西分院副院长郑小
佳告诉记者，海西分院自 2013年
落地晋江后，在平台建设、科研开
发、成果转化、企业服务等方面开
展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不少亮眼
成绩。

8 年多来，海西分院累计承
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34 项，服
务企业 2700 多家次，共为企业
解决技术难题 76 项，并先后与
200 多家企业建立了长期紧密
的合作关系，获评“泉州市新型

研发机构”“福建省新型研发机
构”。但随着海西分院不断发展
壮大，在实际运营管理中也存在
着一些制约创新发展的因素，改
制成为必须迈出的一步，而且是
海西分院发展的重要一步。郑
小佳指出，改制后的海西分院仍
旧是事业单位，但机制体制更加
灵活。

此次改制后最明显的一点便
是，海西分院由原来无经营服务
性收入调整为可有经营服务性收
入，“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
开展技术服务及成果转化等形式
自主创收。”郑小佳指出，“海西分
院可以通过自主创收，实施更加
灵活的科研及成果转化激励机制

体制，进一步提升科研人员的薪
酬福利水平，激发科研积极性，提
升平台的创新活力。”

同海西分院一样，落地晋江
后，众多公共科技创新平台不断
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释放平台
的科技创新活力和效能。

如中鞋革晋江院拆分检测业
务板块，更加聚焦科技研发、成果
转化；福大科教园发展中心从一
类公益事业单位调整为二类公益
事业单位，全权委托福州大学开
展人才引进、职称评定、薪酬绩效
等工作；哈工大机器人研发中心
实现企业化运作；福建海峡石墨
烯技术研究院引进北京石墨烯技
术研究院管理运营……

“归口管理后，经过不断梳
理，我们根据不同平台的属性给
予合适的功能定位，实现整体的
协同联动。”晋江市科学技术局
局长蒋家兴指出，比如福大科教
园、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具有人
才培养、基础研发、应用开发到
产业化落地等全链条优势，中鞋
革晋江院、中纺院海西分院等平
台最擅长应用开发，能够整合国
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成果进行
二次开发落地晋江，“不同平台
的协同联动，使人才培养、基础
研发、开发应用、孵化加速、产业
化落地等各个环节串联形成一
个闭环，最大程度释放科创平台
效益。”

“你好，请问礼盒多买有优惠
折扣吗？”“请问礼盒的起订量是
多少？”“礼盒可以根据预算来配
置吗？”……年关将近，晋江某食
品企业礼盒负责人刘经理的微信
响个不停，今年找她要礼盒产品
信息的客户比去年多了不少。除
了团体订购，找她问询的个体消
费者也不少。

刘经理表示，今年找她了解
零食礼盒的人比往年多，也比往
年早，元旦前就有很多单位和个
人在问询。不同于一般企业礼盒
有固定的规格、产品类目、价格体
系等，作为礼盒的零售负责人，她
所负责的部分更加灵活，且可以
与客户进行需求沟通。

除了礼盒数量需求的提升，
礼盒内容的多样性也是许多礼盒
消费者关注的重点。据刘经理介
绍，现在有不少客户提出，企业固
定的礼盒产品单一。为此，她还
联合周边的卫生用品生产制造企
业，将卫生纸、厨房用纸等卫品也
加入礼盒中，以满足客户多样化
的产品需求。

据力诚食品市场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企业推出了更多款、内
容更丰富的礼盒产品，且市场布
局也拓宽到更多省份。截至目
前，企业的礼盒销量已经翻了几
番。

比起去年对年货市场，尤其
是礼盒、礼包类产品的观望态度，
今年，许多企业动作更大。除了
上述企业，盼盼、亲亲、旺瓜等本
土食品企业也推出了礼盒、礼包
类产品，抢占商场的“C位”。

而在晋江之外，银鹭提出
2022 年目标增长 15%；而此前
在河南市场大“开刀”，换了销
售和推广负责人，且说此后在
河南市场不做礼盒消费的加多
宝，此刻也喊出“这个春节要在
河南做 1000 万箱的目标”……
很多企业调高了对今年礼盒市
场的期望值，甚至连农夫山泉
这样本该考虑年后进行“水头
大战”的企业都开始推出手提
袋，做“好水旺财，送福到家”的
区域性活动等。

在一片火热之中，也有不
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对礼盒市场

“泼冷水”。他分析，许多企业
入局礼盒、礼包市场，离不开
2021 年春节礼盒的热销。然
而，2021 年春节礼盒的热销其
实有规律可循，主要还是由于
新冠疫情，2020 年春节礼盒市
场停滞，整个 2021 年都在消化
礼盒。而 2021年中后期礼盒消
费的抬头趋势，也是市场供应
不饱和、就地过年倡议等多因
素促成的。

体制创新 公共科技平台“提质增效”
就在不久前，海西纺织新材料工业技术晋江研究院（以下简称“海西分院”）的机构性质及运营管理体制进

行了调整，由原来的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调整为公益二类科研型事业单位，希望进一步激发海西分院的创新活
力，推动晋江市纺织服装产业加快创新发展。

除了海西分院外，2020年1月开始，晋江市公共科技创新平台正式统一进行归口管理后，晋江以集成改革
为抓手，进行了一系列优化调整，如中鞋革晋江院拆分检测业务板块，更加聚焦科技研发、成果转化；晋江·哈工
大机器人研发中心实现企业化运作；福建海峡石墨烯技术研究院引进北京石墨烯技术研究院管理运营……

在引入众多公共科技创新平台的同时，晋江结合各个平台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实行体制机制改革、优化
调整等，为公共科技创新平台“提质增效”，深度介入产业链的前端到后端，真正发挥智慧引擎的作用。

本报记者 柯雅雅 董严军 文图

礼盒市场“潮”变
春节将至，送礼再次提上许多人的日程，零食、饮料等食品类礼盒成为走亲访友的常见选

择。今年，盼盼、亲亲、力诚、泉利堂等本土企业早早将礼盒产品铺上市，争夺春节档的一席之位。
经过疫情的“洗牌”，今年的礼盒市场以品牌企业居多，产品设计由外而内地融入了国潮风

格。礼盒产品不再只是销库存、赚快钱的手段，更有展示企业产品实力、品牌力的作用。

本报记者 刘宁 董严军 文图

晋江是我国最重要的纺织鞋
服生产基地之一，从这里走出了
众多国内甚至国际知名品牌，但
在转型升级中，也面临着结构不
够合理、产品档次偏低、整体竞争
力不强等问题。因此，晋江从
2012年便围绕产业基础，开始引
进高水平科研平台，依托平台技
术、人才和行业资源优势，提升各
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平台在合适的时机做出适
当的改革或者调整是必需的。”蒋
家兴指出，当前引进的 9大公共
科技创新平台大多处于建设期或
者是成长期，“我们全面过细平台
运营过程中的痛点难点，逐一梳
理并推动平台改革，从制度层面
激发平台活力，增强‘自我造血’
功能。”

当前，晋江已经出台了《关于
加强晋江市公共科技创新平台规
范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
于加强晋江市公共科技创新平台
专项资金规范使用的若干意见
（试行）》两份文件，统筹创新平台
建设与运行，破解多头管理、资源
分散、协调不足的问题。

“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就是
从顶层设计出发，有利于平台做
大做强，有利于更多的人才积聚
和科技成果转化，进一步规范平
台的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平台
的科学效益和社会效益。”蒋家兴
表示。

据悉，2021年，晋江市各类
科研平台累计汇集科研人才
1187人，开展各类产学研合作、
科技服务项目1165个，累计服务

企业1300多家次，金额超过8000
万元。

蒋家兴指出，下一步，晋江将
进一步加强推动协同创新。加强
平台与平台之间、平台与企业之
间的协同联动，成立产业创新联
盟、开展实验室共建、组建创新联
合体，构建协同创新新格局。

晋江多次指出要释放科创平
台效益。未来，晋江将实施高水
平科创平台建设行动，加快“一廊
两区六基地”建设，投建国科大智
能制造学院，推进福大科教园二
期规划建设，强化平台联动，深化
校院企合作、产学研用融合、科创
与招商协同，用好国家科技成果
转化引导基金，打通科研“最先一
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全面提高
科研成果本土落地转化率。

改制后的海西分院对自身仍
有着清晰的定位——成为国内具
有重大影响力的纺织行业区域性
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晋江市纺织
鞋服产业转型升级，支撑和引领
晋江乃至泉州纺织鞋服行业高质
量发展。

“每个平台的机构性质和定
位是不一样的，改制是为了实现
自身更好发展，更好地服务企业
和行业。”当然，郑小佳也清楚，
改制后的海西分院也面临着新的
挑战，如改制后如何细化体制机
制，如何加强团队建设，如何造血
创收，形成良性循环等。

在这些方面，中鞋革晋江院
的机制体制建设、泉州装备制造
研究所的团队建设等成效，或许
能给其他平台提供不少借鉴。

“2013 年落地晋江至今，我
们院已经建立起了比较灵活高效
的运营机制。”中鞋革晋江院院长
王文琪告诉记者，落地第二年中
鞋革晋江院就实现了盈利，做到
了引进一家院所，联合一批高校，
聚集一批人才，促进一批上下游

企业的发展。
王文琪介绍，中鞋革晋江院

为晋江市政府引进，由中国皮革
制鞋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与泉
州7家产业链上下游头部企业共
同出资组建的皮革制鞋行业技术
创新和公共服务平台，母体合作
单位为央企，研究院是混合所有
制独立法人单位，体制机制较为
灵活。

“我们建立现代化经营管
理模式，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
院长负责制，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有效释放了科技创新潜能，
提高了创新效率和效益。同
时，建立市场化用人、薪酬、奖
励、绩效考核等制度，充分激发
员工活力，形成较强的科研服
务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实现‘自
我造血’和良性可持续发展。”
王文琪坦言，也正是得益于机
制体制构建合理，中鞋革晋江
院在科研上，实现研发与应用
深度融合；在产业服务上，实现
平台和企业互利共赢。

发展至今，泉州装备制造

研究所获得不少晋江企业的肯
定，其中较强的研发能力更是
为企业所青睐。据了解，截至
目前，其引进全球化高层次人
才创新团队 19 个，各类人员超
300 人，其中有 146 人次入选国
家中科院、福建省、泉州市等各
级人才计划。在项目竞争方
面，采用内部团队相互竞争的
方式，其中优先推荐与企业合
作程度较深及基础研究较强的
项目，从而保障项目质量，促进
成果转化。

“平台要真正发挥效能，除了
政府引导，还需要平台自身能够
沉下心，扎根在晋江，既然选择来
了就要认认真真去做些事。”王文
琪坦言，从无到有做出成绩确实
不容易，在平台发展不同时期有
着不同的发展需求，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有不同诉求，政府期望平
台效益，“我们要去综合这些需
求，整合各方资源，动态调整，寻
找适合平台的发展路径，才能实
现助力行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目
的。”

纵观当下已推出的礼盒产
品，生肖、春节等传统节庆元素
仍是主打，但是，也有越来越多
的食品礼盒设计跳出了春节档
的思路，把礼盒设计成了四季
通用款。

作为传统年货产品，经典
蜜饯品牌泉利堂在原有礼盒产
品的基础上，又推出了“禧茶
点”“尚品壹味”“尚品荟萃”三
款礼盒，有经典产品的组合装，
也有中高端的新品套装，客户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
择。

“虽然当下春节的礼盒市
场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礼
盒作为有社交属性的产品，仍
然有其市场。”泉利堂食品总经
理陈清帅分析。他表示，春节
档一直是企业的重要销售节
点，在春节旺季前推出礼盒新
品，有助于满足不同客户群体
对年货产品的需求。此外，礼
盒包装将蜜饯的消费场景、送
礼的心意等作为主要设计元
素，在提升礼盒的文化属性与
社交属性的同时，弱化了礼盒
的时间属性，既提高了企业的
产品格调，又可以降低包材、经
销商退换货、物流等各方面成
本。

“礼盒是门长线生意，春节
档虽然是重点，但并不是礼盒
销售的全部。”力诚食品市场相
关负责人表示，礼盒市场潜力
很大，无论在哪儿过年，社交都
是必需的，人情往来及对食品
的需求一直都在。即使是留在
工作地过年，也有人情往来的
需求，力诚礼盒设计强化了时
尚的国潮元素和好的寓意，淡
化了春节元素，其产品实际上
是通用款，生命周期也更长。

在延长礼盒“生命”的同
时，不少企业负责人透露，现在
消费者越来越关注食品的品
牌，品牌某种程度上可以为企
业产品背书。尤其是送礼，更
讲究“排面”。随着市场发展，
冲击春节档的、没有品牌力的

“组合装”会逐渐淡出消费者的
视野，礼盒市场和普通食品消
费市场一样，越来越考验企业
的品牌力。

记者走访发现，当下有部分
企业已经根据不同的节日，选择
与知名主播合作，在抖音、小红
书等年轻消费者聚集的平台“种
草”，进行礼盒产品的推广。对
于品牌食品企业而言，若是有意
入局礼品市场，礼盒应该作为一
门长线生意来运营。

礼盒、礼包市场是否能像企业
预想的那般火热、超越 2021年还
未知，但是，可以预料的是，就目前
而言，礼盒、礼包市场今年不会遇
冷。

随着入局食品礼盒、礼包市场
的企业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选择也
越来越多样，对企业的礼盒设计能
力也提出了挑战。

以亲亲食品为例，企业在2021
年年底就推出了大礼包产品，其礼
盒内容物除了有基础款，还可以给
客人做一定的个性化定制服务。
其产品内容物除了主打的果冻、虾
条外，还增加了饼干、烘焙产品、果
干、肉脯、海产品等更多选择，受众
范围更广。

除了更丰富的热门零食，传统
零食产品礼盒也成了年轻消费者
的新晋心头好。

2021年 12月开始，很多消费
者开始准备年货了，京东超市发布
《2022年货节京东超市礼盒消费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从热销品
类等多个角度出发，揭示了 2022
年春节年货礼盒消费趋势。数据
显示，从 12月开始已经逐渐进入
礼盒消费的高峰期，礼盒已成为京
东超市的主推商品。

报告中，我们可以发现，成长
于多元环境中的“千禧人”，在消费
上也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新趋势，

“00后”购买老字号礼盒销量同比
增长达 4.5倍，他们不仅看重商品
本身，更关注其后的历史底蕴和文
化创新。

同时，“端盒式扫年货”成为今
年年货消费的主流。根据报告，当
代年轻人过年选礼盒怕麻烦，干脆
就选择在京东超市上一站式采购
年货礼盒。今年年货节期间，一个
袋子包含各种食物的“虎抱抱”礼
盒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对于生肖文
化的创新阐释吸引了更多消费者
注意。此外，IP跨界联名受到了越
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根据报告，
水井坊三星堆纪念版礼盒首批上
线2小时即售罄。

作为传统的年货产品之一，蜜
饯为越来越多年轻消费者所接受，
而蜜饯企业也适时推出了无添加
或少添加的产品，为这类传统高糖
产品“控糖”。泉利堂除了推出更
多样的礼盒产品，还与李佳琦等知
名电商主播合作，将其“新形象”打
入年轻消费群体的“种草”渠道、购
买平台中。

无独有偶，久久王电商总监吴

良温告诉记者，今年企业将在电商
渠道推出“财气礼盒”等礼盒类产
品，其中产品包装有不同的祝福
语。他介绍，往年糖果类礼盒以高
糖分糖果为主，而久久王推出的礼
盒则是薄荷糖产品，可以解油腻、
去口气，将以小规格的包装切入家
庭消费领域。

国潮不再停留于礼盒的外包
装，更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其中，
加在礼盒内容物设计中。

可口可乐即将于 19日推出的
可口可乐金虎财运礼盒中，一次集
齐 6款限定包装的虎年限定罐，可
用老虎家族形象制成一幅虎年全
家福。可爱的老虎自然融入传统
年画、剪贴艺术等中国元素，独具
匠心，也使虎年限定罐的艺术风格
更契合中国春节氛围。老虎扮演
的六个家庭角色也代表了阖家团
圆，“虎”气临门的美好祝愿。同
时，礼盒中还有一套新春MINI麻
将礼盒，让食品礼盒产品“更好
玩”。

有业内人士表示，现在许多消
费品都在往国潮方向进行设计，但
是，大部分都徒有其表。真正国潮
设计的礼盒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
社交属性的礼盒产品，更是一份文
化产品，企业在推出国潮礼盒时，
需要深度剖析企业产品与国潮之
间的联结，继而根据市场进行全方
位设计。

优化调整

▲

技术痛点聚焦

落地晋江

▲

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自我造血

▲

全面释放科创平台效益

又“热”起来的礼盒市场

国潮登台唱大戏
礼盒是门长线生意

中鞋革晋江院研究员正在做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