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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N°01 Tourisme à la campagne  
 

旧房变新房山区变景区 感受神山村里的神气年「消费主张之家乡的年味儿」20210208 | CCTV 财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YLQsFnWRCs&ab_channel=CCTV%E8%B4%A2%E7%BB

%8F 

 

画外音：藏在大山深处的神山村渐渐在山外露头。2019 年 32 万名游客涌入神山村。他们听

红色故事，品尝农家宴，体验打糍粑，重走红军小道。山区变成景区，五湖四海的游客，yo

又吸引着许多举棋不定的青年返乡。照片上这位带着自信微笑的村民就是彭夏英。你一定想

不到 53 岁的彭夏英曾经是神山村日子过得最贫困的人之一，如今却是当地响当当的名人。 

 

彭夏英：第一个到我家吃饭的就是澳大利亚的。哦，当时是过了小年之后。就高了四个菜

吧，好像。后来他吃完饭，那个就要走了，他就给钱给我。我就说不要钱。我说吃点饭就不

要钱了。他说你不要钱我心里过意不去唉，我走了心里不安心他说。他说怎么样也要收钱

的。他就拿了 100 块钱。我就收下 100 块钱了。 

 

画外音：2018 年彭夏英又带头先开了民宿。 

 

彭夏英：楼下这个有 8 个，有 4 间房。还有客厅，还有餐厅。 

 

记者：哇！你这个好漂亮啊，客厅。 

 

彭夏英：这个就是客厅。我们那边还有两个房间，还有厨房，卫生间都有。啊，现在这些都

是给客人住的。每个房间都有卫生间。 

 

记者：独立的卫生间。 

 

彭夏英：都有。这个，这些房间都有卫生间的。 

 

画外音：彭夏英家的房子，因为地势高，放眼望去，半个神山村尽收眼底。在旺季时可以说

是一床难求。 

 

彭夏英：我们后来假期的时候生意好。后来也达到 10 万了。 

 

记者：还有其它的收入吗？ 

 

彭夏英：其它就是我们产业分红啊。政府投入股金帮我们入股种黄桃、种茶叶啊，每一个产

业有 1500 块元分红啊！ 

 

记者：这些加一起大概有多少钱？ 

 

彭夏英：每年冬天达到 3000 多块钱分红的钱。 

 

画外音：为了让客人住得更舒服，一个多月前彭夏英刚刚给每个房间新装了空调。这在村里

也是独一份。 

 



彭夏英：嗯，我们就一次性装了 10 台空调。啊我们客厅啊，这个房间那，全部装好了空

调。 

 

记者：花了多少钱啊，这些空调？ 

 

彭夏英：花了就是 1 万 8 千块钱左右。 

 

画外音：看了现在彭夏英脸上自信的笑容，谁能想到他当年结婚时和丈夫的全部家当只有 3

双筷子、三个碗和一摞谷子。彭夏英种过田、养过羊、编过竹筐、卖过冬笋。最后是村里发

展农家乐让她一家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目前村里有一半的村民开起了农家乐，吃上旅

游饭。 

 

 



VIDEO N°02 Une soirée inattendue !  
 

 

这个春节留京过 就地感受浓浓年味儿！「消费主张之家乡的年味儿」20210210 | CCTV 财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PKrmdwjPRI&ab_channel=CCTV%E8%B4%A2%E7%BB

%8F 

 

画外音：几位 90 后小伙伴就这样凑在了一起，虽然素未谋面，但是经常在微信群里聊天，

彼此都没有陌生感，这次线下聚会也不会觉得不安全。一起感受在京过年的年味，包饺子是

必不可少的项目。 

 

谢广文：特别是咱们大家在一起活动，这个特别是包饺子，这个大家的这个积极性全部调动

起来以后，这个你一来我一往，虽然大家刚开始都不认识，但是通过这种方式能把大家迅速

地融入到一起，就好比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画外音：过年的饺子，他们打算吃芹菜馅的。希望新的一年又勤劳又有财。虽然都是饺子，

每个地方的形状却是各不相同。 

 

郝思嘉：我是山西运城人。山西人过年肯定会吃饺子。这是我为你们包的饺子。 

 

谢广文：我是皖北涡阳人。这是我为大家包的饺子。 

 

丁凯：俺是山东济南人。这是俺们过年吃的饺子。 

 

邓舒予：我是福建人。这是福建的水饺。今年第一次出来工作，就、就要在外面过年了，还

挺心酸的。特没想到就找到小伙伴一起，就觉得自己好幸运啊。找到组织了。 

 

画外音：第一次身处异乡的春节，几位年轻人既有想家的心酸，也有首次与同龄人在外过年

的兴奋。 

 

刘阳：其实还是就是心底里边特别想回去过年的。 

 

画外音：在北京从事财务工作的郝思嘉为了不添乱，也决定年后再回家看望亲人。 

 

郝思嘉：一想到能跟朋友一起过年，就觉得感觉比较新奇。头一次啊！ 

 

画外音：房屋中介丁凯怕回到老家被隔离耽误返京挣钱，过年也不回了。 

 

丁凯：爸妈，我在北京过年，你们放心吧！ 

 

画外音：山东男孩丁凯有着一手好厨艺。他主动承担起了年夜饭掌勺的工作。 

 

丁凯：一个人也要做四个菜或五个菜的话，肯定吃不完。然后呢，也没有过年的气氛，比较

孤单吗。聚在一起比较快乐一点，最起码没有让自己感到特别孤独的那种感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PKrmdwjPRI&ab_channel=CCTV%E8%B4%A2%E7%BB%8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PKrmdwjPRI&ab_channel=CCTV%E8%B4%A2%E7%BB%8F


画外音：年夜饭有了掌勺的，其他人就各自分工为这顿年夜饭出上自己的一份力。这年夜饭

的头道大菜就是蒜蓉粉丝虾。（蒜蓉虾） 大虾开背去线，抹在盘中，再将切好的蒜蓉铺在上

面，上火蒸 15 分钟；淋上调好的酱汁，蒜蓉粉丝虾就完成了。 

 将鱼开背去骨平铺在盘中，放上葱姜料酒，蒸 10 分钟后再铺上剁椒酱，再蒸 5 分

钟，剁椒鱼就出锅了。红红火火的剁椒鱼寓意新的一年年年有余。 

 鸡也是年夜饭中必不可少的一份子。煲好的鸡汤只要在出锅前撒上一把盐，就能将鸡

汤的鲜美完全展现出来。随着鸡汤的出锅，今天的年夜饭就完成了。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牛气冲天！牛年大吉！ 

 



VIDEO N°3 De nouveaux services pour les clients d’interne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S2bYrjRycI&ab_channel=CCTV%E8%B4%A2%E7%BB%8

F 
《消费主张》 20201105 聚焦双十一：新玩法 提升消费新体验| CCTV 财经 

  

画外音：小师平时喜欢运动。双十一运动鞋是他购物车里的重点，但是网上买鞋有个缺点，

就是鞋码不好选择，也会给他带了一些困扰。 

 

小师：到家我一试，鞋码比较小了一点，穿着不是太舒服，因为运动鞋吗，主要是舒服一

点。然后我要去退。退货的话，需要我付一定的运费啥的。就是我感觉比较吃亏吗。 

 

画外音：最近小师在常买的鞋店会员群里得知，这家鞋店在天猫同城购中免费上线了小食堂

买一试三服务，就是买一双鞋会送来三双让他试穿。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因为鞋不合脚而产

生的退货。下单半小时后快递员就到了。他真的能带来三双同款不同码的鞋吗？ 

 

小师：嗯，您好！ 

 

快递员：您好！这是您在那个天猫同城购购买的包裹。看一下。 

 

小师：好！您稍等。 

 

小师：嗯，这就是刚刚在天猫同城购上买的三双鞋子。买了一双鞋子，然后拿了三个号。现

在就是我试穿一下。 

 

画外音：把三双鞋都试了一遍后，小师选出了鞋码最适合自己的鞋子。其它两双简单地收到

鞋盒中交给还在门后等待的快递员。 

 

小师：刚刚试了一下。那双 

 

快递员：试好了，是吧？ 

 

小师：对。这两双鞋一双偏小一双偏大，然后比较不合脚。就是麻烦您再送回去了。 

 

快递员：好！好！谢谢您！ 

 

小师：好！ 

 

快递员：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小师：好，好，好。 

 

画外音：小师享受到的买一式三服务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记者来到这家鞋店的现象实体

店，店长告诉记者这个双十一，店铺有 340 款产品同步到了线上销售并提供买一试三服务。

目前这项服务主要针对店铺的 VIP 消费者。 

 

孙建衫：接下来我们也会把我们店铺所有的那个库存尽量做到 1:1，然后同步到线上去。然

后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库存的一个共享。线上的库存和我实体店的库存是一样的。顾客其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S2bYrjRycI&ab_channel=CCTV%E8%B4%A2%E7%BB%8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S2bYrjRycI&ab_channel=CCTV%E8%B4%A2%E7%BB%8F


可以在家进行挑选。包括他需要的什么的尺码，他能一眼看到，唉这家店有多少库存，他可

以直接去下单，去购物。不需要来到实体店。 

 

天猫同城购行业专家：但是对于商家来说他做这件事情的话，他还是多多少少增加了自己

的，就这个客服的沟通成本。然后以及退换退货这样的一个成本以及你物流上的一些成本的

增加，但虽然这些成本，在综合的考量下面，其实我们的测算来说，是对商家更有益的，我

们就可以更多规模的去覆盖更多的商家和覆盖更多的消费者。 

 

画外音：买一试三服务现在还是试点。将来会有更多的消费者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服务也

会包含更多内容。 

 

天猫同城购行业专家：你可能有自己不太确定自己喜欢的颜色，那我们可以买一个颜色，试

多个颜色。还有的是比如说你买了上衣，但是你不太确定自己的裤子要搭配什么，去怎么样

搭，那么我们导购可以帮你去搭配上衣和裤子。你买了上衣，但是我们可以把上衣、裤子跟

外套都发给你，然后你去试。 



VIDEO N°4 Un nouveau mode de livrais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S2bYrjRycI&ab_channel=CCTV%E8%B4%A2%E7%BB%8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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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外音：在这个双十一，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里出现了一支特殊的快递队伍，22 个物流机

器人可以兵分十六路向校区里的 27 栋楼派送包裹。学生手机预约收货时间后，机器人从出

发到送达不超过十分钟。 

 

消费者 1：它好可爱。就小小的一个。 

 

消费者 2：我是第一次用这个。 

 

记者：感觉怎么样？ 

 

消费者 2：我感觉挺好的，挺方便的。 

 

画外音：在队伍中打头阵的是今年九月刚刚诞生的小蛮驴机器人，它集成了前沿的人工智能

和自动驾驶技术，具有类人认知智能，大脑应急反应速度达到人类七倍。在人车混行的环境

中，它们能过轻松处理复杂路况，秒速选择最优路径。 

 

董自山：当，当末端无人配送成为现实。哦，在一个场景当中，哦，一到两台智能物流机器

人配送是不满足需求的。可能在一个场景当中会有更多，甚至一个编队的智能物流机器人，

来为大家服务。那么编队当中，车与车之间的交互，以及编队的算法，将是我们持续关注的

一个重点。 

 

画外音：在这个双十一享受到这种高科技待遇的不仅仅是大学校园。在杭州市的一家菜鸟驿

站记者又见到了两辆物流机器人车。它们的任务是将快递送往旁边的社区。记者看到物流机

器人会按照指定的路线行进。当遇到护栏时还会响起喇叭提示门口保安放行。送到指定地点

后，它会提示消费者下楼取件并原地等待。 

 

消费者 3：哦，会方便一点吧！因为不用去驿站取了。 

 

消费者 4：好的话就是方便吗。它方便的时间上门，然后，哦，就是在我要去快递之前，它

会打电话跟我说它这边到了，这样子。 

 

消费者 5：对。比较方便、快捷。然后这边就到家门口吗。 

 

王世清：像无人车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从早上的 10 点到晚上的 7 点。我们每个时间段为一

班，给客户进行更多的选择。他如果从什么时候在家，什么时候，那我们就，他就约无人

车，我们无人车就会给他们送过去。 

 

画外音：除了物流机器人，菜鸟今年在绿色环保包装上也进行了全新尝试。今年双十一期

间，菜鸟和 500 多个商家合作推出了绿色寄件服务。像这种拉链箱和环保塑料袋都比传统的

快递包装更容易回收利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S2bYrjRycI&ab_channel=CCTV%E8%B4%A2%E7%BB%8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S2bYrjRycI&ab_channel=CCTV%E8%B4%A2%E7%BB%8F


王昊苏：我们可以看见我们采用的都是这样的绿色环保的包装盒以及原包装盒，就是没有额

外塑料的产生的这样的包装盒。整个菜鸟的供应链，在今年的双十一期间，有一半的包裹都

将以这样的形式去寄出。我们的用户只要需要下单，我们就会提供整套的绿色的寄件的服

务。全国有 8 万多个菜鸟的驿站，都会采取这个，就是旧的，旧箱的这个循环回收利用。 

 

 

 



VIDEO N°5 Une femme de tête  

昔日戈壁滩，今成聚宝盆！甘肃奇女子荒滩地种树养羊年赚上亿元！| CCTV「致富经」202011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P9TcFwn6ww&ab_channel=CCTV%E5%86%9C%E4%B8%9A 

 

画外音：2017 年 12 月舒芳的羊可以出栏了。她建起了屠宰场，把羊肉分割进行销售。 

 

舒芳：当时，就是定的中高端羊肉，就是价格比普通羊肉每斤多了 3 块钱左右吧。 

 

画外音：可是舒芳定的这个价格让员工很发愁。 

 

李辉：当时销售，很，就是比较有压力，因为它就，我们不敢给客户报价，因为价格比较高

吗。 

 

画外音：舒芳把销售团队派出去。省内外跑了两个多月。因为定价高，卖得不是很理想。舒

芳想这可不行。她要亲自出马去找客户。范翠花在景泰县经营一家羊肉烧烤店，生意红火。

舒芳找到她推销。可范翠花一听价格就拒绝了。 

范翠花：跟我们以前不一样的就是价格稍稍有点高，一是从来不赊账，今天发货今天必须给

他们打款这样的。 

画外音：舒芳回到基，地琢磨了好几天，想出了两个招。一周之后，她再次找到范翠花。这

一次她没有拿着羊肉去推销，而是向范翠花发出了一个邀请，请她到自己的基地游玩儿。范

翠花到基地一看，很惊讶。听完舒芳的创业故事，很感动。 

 

范翠花：来看了一下，我都想呢这个这个看得太迟了，应该早点去。 

 

画外音：这是舒芳吸引客户的第一招，打感情牌。接下来，舒芳请范翠花参观屠宰场。舒芳

使出了第二招，精准服务。她为范翠花量身打造了几款产品：有各式羊排，甚至羊肉串都给

她串好了。这样买回去就可以直接使用。 

 

范翠花：我用哪个部位，他们就给我送哪个部位。这样、这样挺好的。每一个菜出来都是你

想要怎么个菜做出来就是怎么个菜。 

 

画外音：这让范翠花非常满意。当场决定与舒芳建立合作。按照这个思路舒芳和客户一个一

个沟通。一家一家根据客户要求量身定制产品。一只羊可以分割出六七十个产品品类。不仅

打开了本地市场还卖到了北京、上海等城市。 

画外音：2019 年舒芳的基地一年出栏羊五万只，收购农户的羊十万只，年屠宰量十五万

只。在舒芳的带动下，当地很多农户开始养羊，养出的商品羊全部由舒芳回收。一千多户农

户实现增收。 

 

张兴旺：这群羊一百多只。 

 

记者：我看都大肚子了。 

 

张兴旺：啊，就是怀孕了的。 

 

记者：怀孕的。 

 



张兴旺：啊，怀孕羊。 

 

记者：光这群羊咱们卖的话有多少钱呢？你看看。 

 

张兴旺：这群羊卖，就得十几万吧！ 

 

李作璧：一家一户啊，我们的农民啊解决不了銷的问题。而龙头企业它具有一个内联农户，

外联市场的这样一个优势，它就能够很好地解决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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