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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梅季节的繁忙

“今天发杨梅还能送出去吗？”一位当
地人为了将当天采摘的杨梅发出，正在焦
急地询问快递员。彼时已经是 23:10，浙江
省台州市仙居县的顺丰快递站点依然灯火
通明，人声喧哗，数十位快递员在紧张地
盘点货物，边上的大货车发动机轰鸣⋯⋯6
月 26 日深夜，当记者路过时发现，该网点
整整齐齐地叠放了数千箱杨梅，包装上已
经贴好了地址，只等运送到四面八方。

梅雨时节，正是仙居杨梅上市的黄金
时段。杨梅是仙居农业的支柱产业，全县
种植面积达 13.5 万亩，投产面积 10 万亩，
产量 6.5 万吨。杨梅成熟时，连空气里都有
一丝清甜。台州市顺丰快递公共事务部高
级经理王建芳告诉记者，今年杨梅产量比
去年增长不少，加上杨梅知名度提高，外
地购买量增多，对快递的需求也越来越
大。顺丰成立了专门的“仙居杨梅项目
组”，在仙居的运力比去年翻了一番，最近
运输货品中 90%都是杨梅，公司调用了专
门的冷链车，每天运送杨梅达 16000 箱，
如果连续晴天，杨梅品质好，高峰期一天
要运送 20000 多箱。运送一箱 2.5 公斤的杨
梅快递资费为 45 元，4 公斤的杨梅则需要
65 元，粗略一算，该县仅顺丰快递一天的
营业额就达 100万元！

冷库冷链的拯救

小小杨梅带动的还不止是物流业。杨
梅没有外壳，采下后的保鲜期很短，有“1

日色变，2 日味变，3 日色味俱变”的说
法，着实让果农头疼。如果遇到连续的下
雨天，杨梅被打掉枝头不说，果实也霉变
得更快。

有 了 冷 库 冷 链 ， 杨 梅 的 命 运 得 以 扭
转。浙江仙居恒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旭伟告诉记者，他们今年 4 月开始在网
上预售杨梅，除了自己的淘宝店铺，还整
合了仙居当地的 1000 多家分销商，在一号
店、聚划算也有销售，杨梅为中上品质，
平均售价为一公斤 80 元。今年一次聚划算
活动就销售了 13200 箱 1.5 公斤的杨梅，通
过其他网络平台销售了 14000箱 3公斤的杨
梅，占全县电子商务销量的三分之一。对
于保鲜问题，王旭伟表示，下雨天他们会
减少发货，如果必须发货会保证杨梅吹干
时间和冷冻时间，再把经过降温处理的杨
梅放进特制的食品筐内，用包装袋套好。
利用设备一边抽空袋子里的空气，一边注
入氮气。氮气不活跃，可以隔绝空气，减
缓杨梅的氧化。然后在保温塑料箱里放入
生物冰块或者干冰，这样杨梅能保鲜 5 天左
右，除了特别偏远的地区，大部分国内城
市都能到达。

为了减少杨梅在路途过程中的损耗，
王旭伟也选择冷链销售的模式，杨梅摘下
来后包装好即进入冷链车，全程保鲜，直
达北京和广东。仙居县速尔汽车货运服务
部的章永伟和北京的多家冷链公司签订了
合作协议。他告诉记者，他们一天要发往
北京 2000 多箱杨梅，今晚发出，明晚抵
达，后天中午 12:00 前抵达顾客手中，因
为全程控制在零下 1 摄氏度，客户投诉率极
低。“空运一般会经过好几个中转站，工人

操作时杨梅难免会磕碰，而冷链车虽然时
间花了一天半，但是杨梅一直处于低温状
态，品质更有保障。抵达目的地后无需冷
库，直接配送到户”。

深加工产业链的空间

杨梅作为农产品，不仅为农民增加了收
入，也带动了加工业的发展。据仙居县林业
局特产总站王站长介绍，每年鲜销的杨梅大
约占 80%，剩下 20%主要用于制作杨梅汁、
杨梅酒等产品。

浙江聚仙庄饮品有限公司致力于杨梅
的综合开发，旗下产品包括杨梅果汁、干
红杨梅酒、干白杨梅酒、杨梅利口酒、民
间古酿杨梅酒等六大系列，30 多个品种。
董事长李维国告诉本报记者，杨梅的开发
可以简单归纳为“上等杨梅鲜果卖，中端
杨梅做饮品，低端杨梅做蜜饯”。聚仙庄坐
落在杨梅山区之中，希望学习国外葡萄酒
庄的模式：“中国的葡萄酒酒庄很多，但是
杨梅酒庄还没有。聚仙庄希望打造成江南
特色、融合杨梅文化的酒庄。”李维国说，
一二三产业联动才能把产业做大，第一层
是农业种植杨梅，二是杨梅产品加工，三
就是融合了文化特色的旅游。

目前，聚仙庄还和宁波的科研机构合
作，研发杨梅籽油，杨梅果肉渣也可以提
取花青素，制成保健品胶囊和天然色素。
李维国表示，以前受限于交通和冷藏技
术，杨梅走不过江北，北方人很多都不了
解杨梅这种“小果”，现在市场发展向好，
更显示出加工技术的重要性。聚仙庄的杨
梅原汁采用非浓缩还原技术，不含任何调
味剂，口感清爽，但运输中需要全程冷
链，目前市场主要仍集中在长三角一带。

仙居仙梅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郑胜华
从 1992 年开始经营杨梅生意，1998 年成立
公司，几年前他在舟山新区开辟了杨梅的
种植区，他认为，杨梅的深加工未来将决
定杨梅的产业价值。“杨梅产量越来越高，
今年价格算是最低的一年，任何产品量大
了价格肯定会垮，开发出像百事可乐那样
叫得响的产品，打造品牌效应，才能解决
杨梅发展的后顾之忧”。

年过半百的栗海军没想到，干了 30
多年的工作，临近退休时却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

在铁路工作的 30 多年期间，栗海军先
后干过扳道员、车号员、连接员、调车长、值
班员等行车工种，原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过
去了，但去年铁路实施货运改革后，从没干
过货运的栗海军成为了北京铁路局邯郸货
运中心微子镇营业部经理。

“原来货运员就是管安全的，货运改革
后，现在货运中心像个物流企业了。”栗海
军感慨地说。

在铁路货运方面，原来的邯郸具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这里有钢厂，有煤炭，曾经
火车皮也是十分紧俏。“这两年经济转型
升级，煤炭钢厂运输减少，铁路货运市场份
额也在减少。但这也倒逼了我们要进行货
运改革。”

在 这 个 大 背 景 下 ，邯 郸 货 运 中 心 在
2013 年 5 月 27 日开始组建，于 5 月 31 日揭
牌成立。6 月 15 日全铁路系统货运改革正
式实施。

邯郸货运中心按照“简便受理、随到随
办、规范收费、热情服务”的要求，进一步加
大营销工作力度，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
积极与物流公司合作，主动上门营销，受理
客户运输需求，许多重点项目得到了空前

发展。
货改一年来，有效遏制了各项运输任

务指标的下滑局面，增运增收效果明显。
数据显示，邯郸货运中心 2013 年装车完成
日均 1570 车，卸车完成日均 2664 车，货物
发 送 量 完 成 3736 万 吨 ，货 运 收 入 完 成
350827 万元，特别是货运收入实现了较大
幅度的补欠，货改后邯郸货运中心累计补
亏 1914.4 万元，年底实现货运收入同比增
收 33964万元。

在全路货运组织改革中先行先试的呼
和浩特局，创新了铁路物流模式，建立
了 全 路 首 家 铁 路 区 域 金 融 物 流 服 务 平
台、华北地区唯一依托铁路运输的塑料交
易平台。

呼和浩特局主动牵手中国银行乌海分
行，应用现代网络技术，将铁路运输服务与
银行金融服务有效整合，在全路率先创建
铁路区域金融物流服务平台。这一平台打
破传统的物流服务方式，引入全新的铁路
电子商务服务模式和融通仓理念，取代原
有现金汇票支付的繁琐复杂流程，提供电
子支付服务以及融资信贷服务，规避了企
业资金空转滞纳，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提
高了工作效率，真正实现“铁路稳固货源，
企业降本增效，银行拓宽金融服务渠道，地
方经济得以推动”的多方共赢局面。

“没有敢闯敢试的精神，就难以在货改
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呼和浩特局在货改
中科学决策，敢于第一个‘吃螃蟹’，让我们
货主真正‘尝了鲜’。”与铁路合作创建华北
地区唯一依托铁路运输的塑料交易平台，
内蒙古鸿达物资交易中心总经理赵斌对铁
路服务赞不绝口。

正是在这样不断创新的推动下，铁路货
运改革措施密集出台，很多铁路局干脆将营
销网点布局到社会物流园区、大型物流市
场、重要物资集散地、大型厂矿企业，将服务
延伸至终端客户，努力承揽一手货源。

目前，全国铁路“门到门”运输办理站增
至 2066 个，其中具备接取送达服务能力的
车站 972个，基本覆盖了全国大中城市。铁
路正在努力改进，向着现代物流企业前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运输研究
所研究员罗仁坚认为，就中国的经济地理
版图而言，铁路作为一种低能耗、低排放、
大运量的环保型运输方式，在综合物流体
系中的“脊梁”作用非常重要。因此，铁路
货运转型加大市场份额的同时，其实也就
是降低社
会物流成
本和节能
降耗的过
程。

铁路货运：向现代物流企业迈进
本报记者 齐 慧

本版编辑 徐 涵 童 娜

杨 梅 是 中 国 的 特 产 ，全 球

98%的杨梅产自中国，中国杨梅

的 主 产 区 分 布 在 北 纬 20° 到

31°之间，其中浙江省杨梅栽培

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第一。杨梅

虽好，却有几点“硬伤”：一是上市

时间集中，整个销售期大约 40 至

50天；二是不耐储存，常温条件下

第二天就开始腐坏；三是产区集

中，近几年虽然种植区域扩大到

云贵川、江西等地，主要还是集中

在南方一带，以至于在很多北方

人的印象里，杨梅只是没有水分、

甜腻的袋装零食。

除了“初疑一颗值千金”的杨

梅，广东的荔枝、山东的樱桃、福

建的枇杷、江苏的大闸蟹⋯⋯都

是古往今来不少吃货老饕们在固

定节气的念想。这些生鲜佳品面

临的困扰类似：上市时间固定，产

地集中，运输不便，让人看得见、

吃不着。

现代人比古人幸运，因为有

了冷链物流，可以足不出户，美味

到家。所谓冷链物流，泛指冷藏

冷冻类食品在生产、贮藏运输、销

售，到消费前各个环节中，始终处

于规定的低温环境的状态，是保

证食品质量，减少食品损耗的一

项系统工程。生鲜运输要求货品

以最短时间、最少流通环节进入

消费环节，既要保证生鲜品质的

稳定、安全，还要控制物流过程中

的损耗。最大的难点在于汇集冷

链物流信息，建立拥有大量成熟

的冷链物流企业的平台和确立标

准化操作流程。目前大闸蟹产业

已经具备完善的冷链销售系统，

而杨梅的上市季节恰是大闸蟹的

销售空档，如果能够有效整合资

源，冷链的价值或能最大化。

有了冷链物流还不够，生鲜

产品本身分为三六九等，残次品

卖不掉怎么办？此时就需要延长

产业链，做深加工。鲜果售卖对

果品品质要求极高，价值创造也

有限，而利用生物科学技术做成

果醋、酒饮料、点心、保健品⋯⋯

不仅丰富了水果的风味，也解决

了“果贱伤农”的后顾之忧。正如

一位果农所言，有价值的农产品

必须要有一定的科学含量，必须

要研究其营养成分和对人体的作

用，才能引导消费理念的变化。

生鲜产品

如何走更远

郭 霄

生鲜产品

如何走更远

郭 霄

本报讯 随着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建
设和应用的飞速发展，移动终端竞争也更加激
烈，各终端厂家纷纷推出各具特色的手机、数据
卡等产品，而围绕消费需求开发的一系列新款手
机更是吸引眼球，让消费者的选择越来越多。

6 月 24 日，华为荣耀在北京发布全球首款八
核 4G 手机——荣耀 6。该机搭载我国自主创新
的芯片海思麒麟 920，采用革命性的超级八核芯
片，具有领先的低耗电高性能芯片架构，最高理
论下载速率可达 300Mbps，是 3G 的 14 倍、普通
4G的 2倍，并重新定义 4G时代电池续航新标杆。

此次华为荣耀 6 新款手机 1999 元的售价在
4G 手机市场以较高的性价比占据市场先机。6
月 25 日荣耀 6 正式启动预约后，截止到 6 月 26 日
晚六点左右，其在华为商城、京东商城和微信上
的预约人数就超过 200 万人。显然，4G 时代人
们对手机的选择更加理性，消费者会根据手机的
性价比、速度、电池续航能力、拍照、网络及游戏
功能等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产品。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与华为荣耀手机同步推
出了华为首款家庭智能中心产品荣耀立方、能通
话的荣耀手环、荣耀引擎耳机，以及荣耀 3C 电信
版等多款系列荣耀终端产品。显然，推出成系列
产品已经成为品牌产品占据市场的新趋势。

华为荣耀业务部总裁刘江峰表示，荣耀品牌
从线上市场向线下市场拓展，并正在从国内市场
向国际市场挺进。荣耀品牌致力于以电商模式
为核心，打造真正贴合消费者需求的极致移动互
联产品和服务，成为全球消费者拥护、追随的智
能终端品牌。 (徐 涵)

4G终端竞争用户受益4G终端竞争用户受益

广西百色芒果在京实现农超对接

6 月 28 日，由广西百色市委、百色市人民政

府和广西商务厅主办的 2014 北京·百色芒果季在

京启动，百色芒果种植供应企业壮乡河谷集团与

北京多家超市连锁和互联网零售商签署农超对

接协议。根据协议，百色的芒果种植农户可以将

自己的产品通过统一的收购和配送渠道，以统一

的品牌在京城超市销售，实现当地芒果种植由传

统的小规模分散经营向产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

的现代经营模式转变。

新华社记者 李芒茫摄

着急的杨梅，谁来拯救
本报记者 肖尔亚

近日发布的《2013-2014 中国城市流通竞
争力评价报告》显示，全国流通综合竞争力排名
居前十位的城市依次为：上海、北京、广州、深
圳、天津、青岛、杭州、南京、重庆、乌鲁木齐。

这一报告由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内贸信
息中心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流通研究院合
作完成。对于这一报告，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
心内贸信息中心总经理王德利表示，与往年相
比，今年排名呈现如下特点：首先，大部分城市
流通竞争力排名相对稳定。特别是上海、北京、
广州一直保持前三位。其次，乌鲁木齐、贵阳和
南昌等部分城市流通竞争力快速提升。第三，
部分城市虽然综合实力未进入前列，但流通业
发展特色明显，比如呼和浩特、太原和西宁。

对于流通业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北京市
副市长程红在会上表示，在经济日益朝着服务
业为主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流通产业的作用举
足轻重。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流通愈发成为
关键环节。特别是在市场起决定作用的环境
下，流通效率会对城市的运转效率起到至关重
要的影响；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流通业越来越
成为主要的拉动力量；从消费构成看，流通业将
日渐成为支柱产业。

“流通业可以作为传统产业在转型升级过
程中的重要突破口。”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首
席顾问丁俊发认为，在传统产业中推广供应链
管理的模式，能够压缩产品库存，加快资金周
转，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成本，节能减排，提升市
场竞争力。

京东商城政策研究室主任张建设表示，通
过对市场信息和消费数据的掌握，发挥流通产
业的整合消费需求、引导生产的功能，大力发展
以订单模式为标志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农业，
将逐步成为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融合的趋势。

流通业将助力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艾 芳 李鹏翔

生鲜食品易腐坏，需要在储藏、运输和销售全过程低温保鲜。冷链物流渐成物流大

战的一个重要砝码。而对于传统农业中生鲜产品的供应商们来说，更要改变过去只看生

产，不看市场的做法，要善于利用冷链物流，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同时有力地保障老

百姓餐桌上的安全。

本报讯 记者王轶辰报道：作为中
国二手车拍卖第一品牌和国内交易规模
最大的二手车电商企业，优信拍近日正
式进驻天津，完成了在国内北京、上海、
广州、成都、天津五大城市的战略布局。
其在五地建成的现场拍卖中心、交付中
心配合线上竞价，已经将 O2O（线上到线
下）全链条彻底打通，使优信拍的业务覆
盖到全国 300多个城市地区。

优信拍董事长兼 CEO 戴琨表示，二
手车总量的增加使市场对于高效流通渠
道的迫切需求日渐突显，优信拍希望能
以先进的二手车交易平台技术和完善的
线上线下拍卖服务体系，为二手车流通
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目前，中国的二手车市场已进入了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预计今年全年二手车交易量增长 8%至
10%，交易总规模接近 1000 万辆。未来
二手车将成为汽车产业的重要支撑点。

“二手车网络拍卖平台作为近年新
兴产业模式，为行业开辟了高效的二手
车流通渠道，并逐步与国际发达汽车市
场接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沈
荣表示，优信拍线上拍卖的车源优势已
辐射全国，落地现场拍卖中心则全面满
足线下车辆过户和交付服务的需求，这
种全新的二手车拍卖服务模式——O2O
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优信拍

加码二手车网拍业务

从2006年开始，北京的消费率超过了投资

率，至2013年最终消费率达到60%左右；北京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2007 年开始持续增长，至

2013年达到8370亿元；当前北京批发零售业占

GDP的比重超过12%，仅次于金融业。商流、物

流为主的流通产业在首都的经济结构中所占份

额正与日俱增。

杨梅上市时节杨梅上市时节，，仙居县顺丰快递点的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仙居县顺丰快递点的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等待发货的杨梅堆积等待发货的杨梅堆积

如山如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肖尔亚肖尔亚摄摄

仙居县田园杨梅专业合作社的工人们忙仙居县田园杨梅专业合作社的工人们忙

着将新采的杨梅进行挑选着将新采的杨梅进行挑选、、分装分装，，然后送入冷然后送入冷

库保鲜库保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肖尔亚肖尔亚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