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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钱
将村名注册
成了商标”

5 日上午 10
时，潭埠村山上各

家的脐橙树都挂着
黄灿灿的脐橙，空气

中弥漫着丝丝甜蜜
的味道。今年 36 岁的

彭东平穿着一身光鲜的
衣服在果园里走走停停，像

在巡视自己的王国。
“现在还没到脐橙最成熟的

时候，所以我还没有开始大规模
采摘发货。目前只是一些水果店
的老熟人来果园急着摘一批去实
体店里卖。”作为村里第一个花钱
在赣州市旅游景点做广告的果
农，彭东平有着村里大多数人没
有的品牌意识，他觉得这源于在
深圳闯荡多年的经历。

“苹果手机为什么卖那么
贵？那些奢侈品的包和衣服为
什么那么贵？不就是品牌带来
的附加值吗？”站在果园里，彭东
平挑选后摘下一个脐橙，现场剥
开给记者品尝。他眼睛直盯着
记者，看着记者吃一口并伸出大
拇指后，立即喜笑颜开。他说：

“我们村里脐橙这么好吃，名气
越来越大，很多信丰、瑞金的老
板都来我们这收脐橙然后再去
卖，等潭埠村脐橙名气打响之
后，商标被别人抢注怎么办？为
了体现与其他产地脐橙的区别，
去年我花钱将村名注册成了脐
橙的商标。”

彭东平高中毕业后就去深圳
闯荡，一直从事服装行业相关工
作，2015年从深圳回到家乡，开始
打理家里的脐橙销售业务，通过
网络平台和微信销售脐橙。从
2014 年的卖了 2500 公斤，到 2017
年卖了30000公斤，主要就是靠微
信和网络微店销售。“网络平台上
开店销售的方式我们村里有不少
人尝试过，曾经投入重金请团队
做推广，但都失败了，所以现在村
里网络销售的基本都和我一样以
微信、微店的方式为主。”

现在彭东平家里的果园像一
家企业，由父母负责种植生产部
分，他负责销售和售后部分。“我
现在的战略就是稳定老客户，但
微信渠道的推广已经到了瓶颈
期，很难有质的改变，目前我正在
与北京的水果配送企业联系，希
望从那方面打开通道，培养一批
有着品牌忠诚度的客户，慢慢扩
大市场。”

“我要将脐橙卖出高
档水果价格”

“引流，与外地站点合作，通
过微信公众号推送，通过抖音网
红直播带产品……”6 日晚间，潭
埠村委会办公室内，一连串的网
络名词与网络营销战略从一名青
年的嘴里迸发，如果不是在昏暗
的灯光下，会使人有种这是在乌
镇互联网大会现场的错觉。

彭剑，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个
跨界营销者。在深圳多年从事销
售工作，感觉到家乡澎湃的发展
生机后，回到赣州市进了当地一
家知名的网络论坛，做起了建材
版块的版主。

彭剑的脐橙包装箱是专门订
做的，每个脐橙都被牢牢固定在
箱内不会发生碰撞，而且每个橙
子都包上了漂亮的包装纸。“我的
脐橙一看就是精品，我不参与低
价竞争，我需要的客户也是那种
讲究品质的客户，我要让他们觉
得花的每一分钱都物有所值。”彭
剑一边和记者聊着，一边点击着
手机屏幕。“我今年去深圳到一些
自媒体考察学习，真的让我很震
惊，一个微信公众号就能做出
2000 万元的营收，我觉得这是我
未来发展的方向。目前我正在与
外地的一些自媒体和生活网站联
系，与他们合作，通过他们引流，
然后将流量变现，我做品质供应
商，他们负责导流。目前开局不
错，通过这种方式预定的脐橙已
经有 4 万公斤，今年估计销售量
在10万公斤以上。”

“我们需要学习网络
营销手段”

记者从村旁设立的顺丰快递
网点了解到，目前还没有到脐橙采
摘旺季，但每天通过这个网点发出
去的脐橙都在 10000 公斤以上。
物流已经很发达，甚至有快递公司
愿意直接到村里收件，但物流仍是
制约他们生意做大的阻碍。

“脐橙销售旺季就碰上‘双十
一’‘双十二’，客户收件很困难，
水果又比不得普通商品，耽搁几
天口感就会发生变化。”谢青山
说，物流成本在脐橙销售中也占
了相当大的比例。“一箱 5 公斤装
的脐橙卖 60 余元，而发附近省份
邮费就要 13 元左右，如果距离远
则需要 25 元甚至几十元，物流成
本降不下来，我们的利润也上不
去。”

记者调查发现，村里销售脐
橙的年轻人们普遍反映邮寄脐橙
成本太高，希望能将邮费降下来，

而谢青山为了节省快递成本，甚
至买了一辆货车，专门到村里收
集每天要发出去的脐橙，由他直
接运到县城发货。

“我专门做过调研，义乌那边
有的发货快递费甚至在每件 5 元
以下，为什么我们这降不下来，季
节性销售是主要原因。”彭东平告
诉记者，脐橙一年只在年底三个月
左右，平常快递网点没啥生意，所
以造成物流成本较高。“如果能出
台相关扶持政策，降下发货的物流
成本，我们都能将销售价格降下
来，让赣南的脐橙走遍全国。”

除了物流价格外，这些年轻
人反映较多的就是电商产业培训
缺乏针对性。

“县里每年都会举办免费的
电商产业培训，但我们感觉不适
用。”彭东平说，培训班主要培训
如何开网店，但实际上，村里的年
轻人们现在基本上都是靠微信朋
友圈与微店来销售脐橙。“我们需
要学习的是营销文案撰写，产品
图片拍摄以及网络营销手段，如
果有这些针对性的培训，我们非
常愿意学习。”

村里人的脐橙种得好，效益
连年攀高，引来银行纷纷解囊贷
款给果农，就连通过网络卖脐橙
的销售商们，也引发银行的重点
关注。

“这些通过网络卖脐橙的年
轻人生意做得这么好，我们很乐
意在资金上支持他们。”江西赣州
银座村镇银行赣县王母渡支行行
长郭江南表示，针对这些通过网
络卖脐橙的客户，银行正在制定
专门的贷款方案，即使没有抵押
物，凭真实可靠的客户订单也能
放款，为他们扩大经营规模助力。

记者向赣县区电商服务中心
反映的培训内容问题也引起了重
视。电商服务中心主任陈志红表
示，将充分收集辖区内电商对培
训班的意见和建议，开展符合电
商需求的有针对性的培训。

“出去的青年都回来
创业，才能更好留住乡
愁”

6日夜间，记者经过潭埠村旁
公路时，一阵动感的旋律传来。
路旁空地上，妇女们踏着音乐节
拍跳起广场舞，村民三三两两聚
在一起“摆龙门阵”，孩子们在一
旁追逐嬉戏……

“脐橙卖了这么多年，也就是
这几名年轻人通过网络销售带动
了村里一批年轻人，村里慢慢地
发生了改变。”潭埠村委会支部书
记彭良生自豪地告诉记者，村里
靠网络销售脐橙，生意越做越大，

村里也越来越繁荣。“各家银行与
信用社都在我们村里开了网点，
所有的快递企业也在我们村里开
了网点，通信运营商更是全都有，
连山上的果园都实现了网络全覆
盖。这在以前根本想都不敢想。”

除了物质生活的改变，越来
越多当年去外面世界闯荡的年轻
人近年来陆续返乡。“以前种出来
的脐橙都是等着大老板来收，村
里的果农在定价上根本没有话语
权，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网络渠
道，这些年轻人卖完家里的脐橙，
还要收购乡亲们的，大家也不怕
老板压价收购了。”彭良生说：“以
前冬天老板们把橙子收走，村里
很多人没事就打牌，现在大家都
忙着开拓业务卖脐橙赚钱，有点
闲时间年轻人们就聚在一起探讨
价格和销售策略，谁也没那个闲
心去打牌了。村里的人气越来越
旺，也越来越和谐。什么是留住
乡愁？农村出去的青年都回来创
业，这就是留住乡愁！”

有了“互联网+脐橙”，整个潭
埠村变化越来越大，但村里年轻
人并没有止步不前，仍在思考着
如何走出一条富有新时代特色的
乡村振兴之路。有的年轻人希望
克服微信销售的瓶颈期，打开新
市场；有的年轻人计划与北京的
蔬果配送企业联系，争取发货到
北京批发走量并低物流成本；还
有的年轻人则不断与自媒体大咖
联系，希望双方合作，将网络巨大
流量变成客户。通过互联网的力
量，这些身处农村的青年们正依
靠自身努力，志在远方却扎根家
乡，点点滴滴改变着家乡的面貌，
建设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时
代农村。

新生代电商的生意经新生代电商的生意经

“小豆子，我这里要发
两箱，地址已经发给你了。”
“小豆子，钱已经打给你了，
请尽快安排发货，尽量赶在
‘双十一’之前到。”11月5
日上午，记者来到赣州市赣
县区王母渡镇内“盛夏果
业”的办公场所时，网名“小
豆子”的谢青山正忙着通过
淘宝平台的打单系统打出
一张张发货单。当天9时
许，发往全国各地的脐橙已
有200余箱了。

进入11月以来，脐橙
开始采摘，谢青山和村里其
他电商一样，每天忙着收
货、打单、发货，从早上到深
夜，都是在脐橙的陪伴中度
过。依靠便捷的互联网和
到村的物流系统，谢青山在
村里将脐橙生意做得风生
水起。

王母渡镇潭埠村，距离
赣县区 40 公里左右，从
2005年该村大规模种植脐
橙以来，村里582户中有近
400户种植脐橙果园。如
今的潭埠村脐橙年产200
余万公斤，有近一半的产量
是靠谢青山和村里这些做
电商的年轻人通过网络销
售出去。

本报记者 蔡颖辉文/图

通过网络科技，赣南
山沟里的脐橙销往全国各
地。欣喜之余，仍需要重
视的是，脐橙电商虽然发
展势头良好，但也暴露出
一些问题——如网络营销
知识缺乏、物流成本居高
不下、资金保障不足，这些
问题仅靠他们自己难以解
决。如何从实际出发，真
正帮山村里的电商们解决
生产经营中的困难，让这
个富民产业越做越好，让
赣南脐橙这个红土地的

“明珠”更加璀璨，需要当
地相关部门的智慧与决
心！

记者手记

江西蜂群数量居全国前列
本报讯 （记者宋思嘉 通讯员李倩）11

月21日，全省养蜂技术培训班在南昌降下帷
幕，100多名蜂农参加了培训。近年来，省养
蜂研究所大力培养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
蜂业队伍，加大培育养蜂大户、专业合作社
等新型经营主体力度，促进了蜂业的发展。
目前，全省 90%的县（市、区）养蜂，全省拥有
蜂群数量70万群、蜂蜜产量2万吨、蜂业年产
值115亿元，均居全国前列。

我省是全国唯一具有蜂业科研农业大
学与省级研究所的主产省。近年来，我省不
断加大对蜂农的培训力度，不断做优现代蜂
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省养蜂
研究所所长叶武光介绍，近年来，省养蜂所
先后举办了 20 多期养蜂技术培训班。全省
养蜂专业合作社增加到 300 多家，初步形成
了产业化运作模式，全省已建成标准化示范
蜂场10多个。

10月我省环境质量月报公布
本报讯 （记者陈璋）近日，省环保厅公

布了今年 10 月我省环境质量月报。全省 11
个设区市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 76.8%，比上
年同期下降 15 个百分点。100 个县（市、区）
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 80.5%，比上年同期下
降11.9个百分点。

11个设区市中，鹰潭市优良天数比例最
低（67.7%），景德镇市最高（90.3%）。超标天
数中以臭氧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最多，其次
为细颗粒物 PM2.5。主要污染物中，全省设
区城市 PM2.5 浓度月均值为 39 微克/立方
米，比上年同期下降4.9%；PM10浓度月均值
为70微克/立方米，比上年同期上升7.7%。

推进信息化 打造“智慧公积金”
本报讯 （记者陈璋 通讯员王纪洪）11

月 21 日，记者了解到，江西省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不断加强信息化建设，全力打造“智
慧公积金”。该中心在原有中心网站、12329
服务热线基础上，已开通微信公众号、手机
公积金 APP、12329 短信通知、个人网厅、自
助打印终端、支付宝城市服务及“赣服通”等
7 种互联网服务渠道，今后还将上线开发商
网厅、单位网厅。

据悉，“赣服通”平台可实现公积金查
询、实时提取和公积金贷款提前还贷等部分
业务操作，此项便民服务举措走在全国公积
金行业前列，真正实现了“一次不跑”“指尖
上办业务”。此外，中心开发建设的住房公
积金综合服务平台自今年 10 月 8 日正式上
线，至今办理提前部分还款对冲业务 1603
笔，金额 8637.1 万元，为职工节省利息 3000
万元；累计办理提前结清贷款对冲业务 650
笔，金额 4372.5 万元，为职工节省利息 1300
万元。

我省宣判一起非法经营食盐案
本报讯 （记者洪怀峰）11 月 21 日，记者

从有关部门获悉，近日吉水县人民法院判决
一起非法经营食盐案，这是“盐改”后江西首
例非法经营食盐案。

据悉，某公司法人赖某某在未办理《食
盐批发许可证》的情况下，向吉安、赣州、上
饶、宜春批发销售食盐，数量达3000吨之多，
非法获利200余万元。今年10月23日，吉水
县人民法院对涉案的其中12人进行了判决，
认定上述人员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分别判
处拘役、缴纳罚金等，12 人退缴了违法所得
82.8万元。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我省从2017年1月
1 日开始，打破食盐生产企业只能销售给指
定批发企业、食盐批发企业只能在指定范围
内销售的规定，全面建立起了竞争性市场结
构，食盐价格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成本、食
盐品质、市场供求状况等因素自主确定。

“但放开经营不等于可无证经营。”记者
从省工信委了解到，根据江西盐改方案，我省
不再核准新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鼓励食盐
生产与批发企业产销一体；鼓励社会资本进
入食盐生产领域，与现有定点生产企业进行
合作。同时，不再核准新增食盐批发企业，鼓
励食盐批发企业与定点生产企业兼并重组，
其他各类商品流通企业不得从事食盐批发。

爱心接力 民警把老人当亲人
本报奉新讯 （通讯员涂家亮）近日，奉

新县公安局赤岸派出所民警如往常一样来
到赤岸村75岁老人赖家云家中打扫卫生，并
送去米、食用油等生活用品。

2013 年起，因所在地拆迁，派出所搬至
大修厂，从此和住在大修厂厂房里的赖家云
夫妇结缘。老人身体不好，儿女又常年在外
务工，派出所民警把老人当成亲人照顾。快
6年了，尽管该派出所换了两任所长、三批民
警，但爱心接力却始终没有停止。同时，该
所还安排赖家云老伴担任派出所保洁员，每
月让老人增加1200元收入。

来采购的果商正在过磅。

彭东平母亲正在摘果彭东平母亲正在摘果。。
谢青山店里工作人员正在核对顾客订单谢青山店里工作人员正在核对顾客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