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搭好平台 优化电商发展环境

“未来三年，蓓慈将深耕健康护理领
域， 向健康电器和个护电器品类延展，在
产业链布局板块，蓓慈将优化现有供应链
合作商，吸引更多配套资源供应链企业落
户安徽，形成产业集群。 ”孙殷贤告诉记
者，对很多电商企业来说，当前的主要矛
盾是快速发展的企业需要与人才需求的
不匹配。一方面安徽电商大环境并不如一
线城市， 另一方面安徽薪资吸引力较小，
想招揽中高端人才存在一些困难。

近年来， 我省抢抓电商产业的发展
机遇，强化与知名平台合作，搭建聚集平
台，着力优化电子商务发展环境，全方位
促进电商快速发展。

“我省积极开展电商示范创建，参与
国家电商示范申报， 合肥荣电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被确认为第二批数字商务企
业。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说。

“非常感谢创业数年来政府给予的
大力支持，2014 年初创期我们公司只有
10 个人，蜀山经开区给我们提供了 1470
平方米的办公场地， 为企业未来几年的
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除了上市，布诺
未来愿景是裂变为一家平台公司， 鼓励
和帮助入职三年以上的员工创业， 打造
跨境电商培训和孵化公司。”代习军告诉
记者。 目前安徽的跨境电商尚未形成集
群，头部企业不多，明星效应并未产生，

希望政府能顺应电商发展趋势， 抓住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集聚优势资源，打造
明星品牌， 培养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电商
企业或城市，精准帮扶，为电商企业发展
赋能添力。

“不断优化电商发展环境、科学引导
电商发展方向、建设良好电商生态，才能
培育孵化优质电商品牌， 实现电商产业
健康快速发展。”合肥市蜀山区商务局局
长李正珊表示，蜀山区畅通渠道、加码政
策、创新举措、优化环境，吸引了不少高
层次人才和优质企业。 2021 年将全力推
进安徽自贸试验区蜀山区块跨境电商生
态体系建设，继续争做排头兵。

2021年 1月 25日 星期一责编/彭园园 版式/常欢欢 市场经纬 11

·市场漫话·

·市场调查·

今冬水果价几何？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好便宜啊！”合肥市民李悦最近在小区门口的超市买了
一整箱的车厘子，“5 斤双 J 的车厘子只要 198 元， 同等品
质，去年至少要花 300 元呢！去年我都是按斤买，现在可算是
实现‘车厘子自由’了。 ”

最近一段时间， 和李悦有相同感受的消费者不在少数。
水果价格便宜了吗？什么原因造成的？冬季哪些水果受欢迎？
11月 21 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砂糖橘 3.99 元/500g、店长推荐单 J 车厘子 5 斤装礼盒
158 元、猕猴桃 4.99 元/500g、泰国龙眼 9.98 元/500g……位
于合肥市壶天路的一家生鲜超市里 ， 醒目的黄色标签上
写着价格 ， 堆成小山的砂糖橘和整箱码放的车厘子被陈
列在门口的显眼位置。 “最近买砂糖橘、草莓、车厘子最划
算，买的人也最多。 ”店里的服务人员说 ，与往年一样 ，冬
季砂糖橘 、脐橙等柑橘类水果大量上市 ，价格实惠 ，非常
受欢迎。 “今年比较特殊的是车厘子的价格下来了 ，买的
人也变多了，以前都用小盒包装放在货架上卖 ，最近不少
顾客都是成箱买。 ”

合肥周谷堆市场信息中心信息员王萍告诉记者 ,消费
者之所以觉得果价实惠 ， 与今冬常见的几种大宗水果量
大价优有关。 “砂糖橘的主要产地是广西，受天气影响，今
年广西地区砂糖橘产量同比增长了 30%左右 ， 导致价格
下跌。 同样，合肥地区消费的车厘子主要来自智利 ，当地
车厘子产量同比增产了 30%左右 ， 直接创下车厘子价格
历史新低，据测算，今年智利车厘子价格同比下降了 40%
左右 ，批发价格每斤低至 18 元到 30 元不等 。 但是 ，并非
所有水果价格都低于往年 ，比如泰国榴莲今年产地受灾 ，
价格要高于去年同期，目前批发价格每斤在 32 元至 42 元
之间 。 ”据了解 ，目前周谷堆市场砂糖橘每天进场 600 吨
左右，车厘子日进厂量近百吨。

冬季消费者最喜欢的水果之一草莓行情如何？长丰县草
莓种植大户田峰说，今年草莓迎来了丰产，去年亩产 1800 公
斤左右，今年亩产预计达到 2000 公斤。 “长丰地区的草莓品
种以红颜居多，今年草莓上市时间比去年迟了一些，11 月中
旬上市时大果每斤约 40 元， 目前批发价大果每斤 13 元左
右。 ”田峰告诉记者，去年受春节期间疫情影响，草莓价格较
低，今年的价格与正常年份持平。 “草莓季将持续到 5 月，后
期价格还要看市场。 ”

随着春节临近，水果市场日渐火热。王萍透露，目前周谷
堆水果进入储备期， 进厂量不断加大， 日均进场量已超过
2000 吨。 “春节是水果的传统消费旺季,受‘节日效应”影响，
精品水果价格和需求量仍有浮动空间。大家谈论最多的车厘
子，按照往年情况来看，进口车厘子将在 2 月初逐步下市，届
时国产车厘子将接档上市，可能会有价格波动。 ”

精准监管
让旅游市场优起来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在黄山市，途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人胡淑华发现
了一些新变化：“往年，各式各样的检查让企业疲于应付。 去
年底，各单位开展联查，一次就能检查好几个事项，便利了不
少！ ”

为公平、有效、透明地进行事中事后监管，监管过程中随
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及查处
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双随机、一公开”是目前最常见的监
管模式。 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旅游业一直是黄山的主
要产业。为提高旅游市场监管效能，去年以来，黄山市积极探
索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完善了旅游市场监
管方式。
黄山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说，创新监管，实现要解决

“谁来查”的问题。 “公安、人社、税务……旅游市场监管涉及
的执法部门有十多个，全部纳入‘双随机’抽查不仅协调难度
大，而且可操作性不强。 着眼于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密切相
关的市场监管领域， 我们锁定了几个重点监管执法部门，形
成监管执法合力。 ”据了解，目前黄山市实行“3+4”监管执法
模式，“3”是以文化和旅游、交通运输、卫健部门为基础，“4”
是指公安、人社、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为补充，有效防止“多
而不实”“走过场”等问题。

瞄准旅游市场，还要精准框定抽查范围，解决“查哪个”
问题。 如今，黄山市将将全市旅游市场 227 户旅行社、32 户
旅游星级饭店、630 户旅游酒店、16 户旅客运输企业等市场
主体全部纳入抽查范围。 精准创建检查对象名录库，解决了
“查哪个”问题，确保抽查靶向发力。

日前，黄山市还就旅游行业制定了《黄山市旅游市场部
门联合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解决“查什么”问题。 联合抽查
清单共包括 14 类 34 项随机抽查事项， 主要涉及旅行性经
营行为、道路旅游客运企业许可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等方
面事项检查，包括住宿登记、治安管理 、劳动用工管理 、价
格行为、广告宣传、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卫生、餐
饮服务、特种设备使用、企业登记事项 、公示信息检查 、纳
税等方面事项。 如对旅行社业务督查检查时，主要查旅行
经营行为 、旅游安全 、价格行为 、广告宣传 、纳税情况等 8
项抽查事项，真正实现“一次门，查多项事”。

“营造良好旅游环境 ，抽查发现的违法失信的企业在
行政许可 、银行授信等多方面都会受到约束 ，一处失信 、
处处受限。 ”黄山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全
市共有旅游市场主体 94 户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8 户列
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 “围绕旅游市场 ‘抽查一小片 、震
慑一大片 、规范全行业 ’目标任务 ，我们将坚持问题导
向 ，深入推进 ‘放管服 ’改革 ，实现市场监管科学化 、精准
化 、智慧化。 ”

近年来， 黄山市不断创新旅
游市场监管模式———

有机认证不能成“有机可乘”
■ 韩小乔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通告称，对包括
蔬果、粮油在内的 25 家有机产品认证机构实
施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发现 18 批次抽样产
品不符合认证要求，总体不符合率为 5.63%。

什么是有机产品？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
有机产品生长的土地不仅全程不得使用化

学肥料、农药等，连种子、土壤、水质、大气等
都有严格的要求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 ，绿色消费观念逐渐普及 ，尽管有机产品
价格普遍比其他产品高，但依然受到消费者
热捧。

然而，不法商贩也盯上了这块“香饽饽”，
有机产品认证领域近年来乱象丛生。 认证机
构门槛较低，网上一些“有机食品认证服务”
宣称可以代理认证，并承诺“一次通过”。 认证
过程不够公开透明，产品检测环节存在漏洞，
产品农残超标、产地难溯等问题屡屡发生。 一
些产品得到认证后便一劳永逸， 甚至该企业

的所有产品都可以贴上有机标签。
由于消费者很难从外观上辨认有机产品

是否名副其实， 想要遏制乱象， 树立认证的
权威性和公信力格外重要。 《有机产品认证
管理办法》 规定， 认证机构应对获证产品及
其生产、 加工过程实施有效跟踪检查， 以保
证认证结论能够持续符合认证要求， 但现实
中 ，认证机构 “一认了之 ”的情况并不少见 。
因此， 既要优化健全认证体系， 提高认证机
构门槛， 提升认证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又要

夯实“谁发证谁管理”的责任，完善追溯机制，
严肃查处违规认证行为。 只有划出 “红线”，
建立与高收益相对应的违法成本， 倒逼认证
机构加强自律、严格把关，才能确保有机产品
货真价实。

有机与否， 绿色与否， 并非一个简单标
签，动态监管必不可少。 相关部门应加大监管
力度和频次， 将有机产品的质量抽检纳入各
地例行监测、执法抽查、风险评估监测范围，
同时创新监督管理方法，利用微信公众号、手
机 App 等方式开展消费投诉工作， 避免产品
以次充好、以假乱真。

从长远来说，只有重品质、有信誉的生产
企业才能够获得市场青睐。 企业要诚信经营，
擦亮“有机”这块“金字招牌”，以安全可靠、品
质过硬的有机产品让消费者放心购买。

·一线调研·

电商品牌如何打造

�� 紧跟消费升级趋势，，我省电商
通过理念和技术创新，， 走上品牌
化、、品质化之路——————

■ 本报记者 郑莉

激活动力

拥抱创新行稳致远

在皖北小城界首市，徽商全球理事会副理
事长、安徽逸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涛
的新媒体电商业务正做得风生水起。 “我最初
成立界首市兴华渔具有限公司，做渔具出口贸
易十多年，2017 年转型做电商， 调研国内消费
者的消费习惯， 研发团队先后申请了 80 多项
专利，瞄准消费者心理，在天猫、淘宝等电商平
台上做出了 60 多个爆款，一年多时间，已经拓
展了四五百家客户。 ”1 月 15 日， 刘涛告诉记
者，借助线上互联网平台，到 2019 年他已经整
合了整个渔具产业链，对接联合了 100 多个生
产厂家，从渔具、鱼饵到钓鱼包，一应俱全，给
消费者提供“一站式”购物体验。

但这只是他心中筹谋的商业蓝海的冰山
一角。 去年，他注册了“逸品库”新媒体电商，今
年正式投入运营。 “电商发展永远离不开供应
链，供应链是电商发展的关键支撑。 打造‘逸品
库’这个品牌，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打造供
应链云仓基地，二是打造直播基地。 ”刘涛告诉
记者， 以整合渔具产业链为切入点，“逸品库”
将整合供应链资源和优质人才资源，对接各大
商业销售平台，让界首的工业品、农副产品“走
出去”，也把更好的产品“引进来”。

做强国内市场，电商要当生力军。 当下，在
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供应链与互联网、物联
网、大数据等技术深度融合，颠覆了传统行业
的发展模式，以一种跨时空、高效率、低成本的
营销模式为各行各业所青睐，从营销链、供应
链、技术、大数据等角度对新电商生态提供了
诠释。

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是第一驱动力。 新
电商迎来快速发展的爆发期和红利期，拥抱创
新才能行稳致远。

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蓓慈电器有限公
司不仅是电商企业， 更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020 年，蓓慈实现全网销售 GMV（成交总额 ）
3.5 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110%，并连续两年“双
11” 取得足浴器品类天猫行业销售额冠军，目
前行业排名第一，市场占比超过 15%。 蓓慈于
2020 年建成年产逾 300 万台的健康护理电器
产业基地，实现研产销一体化建设。

“面对小家电行业激烈的市场竞争 ，要想
立于不败之地， 蓓慈品牌必须在技术研发、产
品设计、营销方案等各方面保持持续向上的创
新力，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巩固在行业中的技
术引领地位。 ”蓓慈电器总裁孙殷贤说，“我们
致力于创新研发与人性化设计 ， 针对不同人
群 、需求 、场景 ，研发多系列多功能智能按摩
产品，2015 年就启动了自主品牌运作，通过细
分类目切入市场，截至目前，蓓慈名下共有商
标 130 件 ，专利技术 150 项 ，其中发明专利 7
项、实用新型 51 项及外观专利 58 项。 并通过
内部培养及外部引进， 组建了近 50 人的科研
团队。 ”

“以创新引领发展，‘十三五’以来，芜湖市
电子商务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发展氛围更加
浓厚，涌现出三只松鼠、凡臣电子、慕晨电子、
雷士照明等一批全国知名电商企业。 ”芜湖市
商务局流通发展与电子商务科科长后西金说。

树立标杆 以匠心打造高品质

位于合肥市蜀山区的布诺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目前是阿里
巴巴国际站光伏行业出口第一大公司，
是阿里巴巴国际站唯一一家授信 560 万
美元供应商。

“布诺太阳能目前的年销售额 8767
万美元，其中一般贸易报关出口 2700 万
美元， 跨境贸易平台出口 6067 万美元。
2020 年累计成交 1700 笔订单。 ”布诺太
阳能总经理代习军告诉记者， 市场分布
在东南亚和欧洲， 品牌占有和销售最好
的国家是荷兰、保加利亚、波兰等国，其
中在有些南太平洋岛国， 市场占有率更
是超过 50%。

短短数年， 就打造了一张跨境电商
的“金字招牌”，秘诀是什么？ “电商的出
路在于品牌化、 品质化。 从创业的第一
天 ， 我们就坚持用我们自己的品牌

‘BLUESUN’出口 ，所以一开始 ，我们就
区别于传统的倒买倒卖的贸易， 专注打
造品牌。在产品质量把关上，瞄准供应链
再造，寻找优质的代工厂，从 2019 年起
和行业千亿级公司深度战略合作， 确保
优质产品出口，做高质量跨境电商。 ”代
习军告诉记者。

“丰富市场供给、挖掘消费潜力，需
要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共同发力 ，以
创新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 ， 为消费者
带来新的购物体验。 ”合肥市蜀山区商
务局有关负责人韩冰告诉记者 ， 品质
电商区别于传统卖货型电商 ， 通过渗
透上游制造和供应链管理 、 减少中间
环节 、 依赖数据技术提升供给端对市
场需求变化的响应速度等方式 ， 这种
新的电商模式专注于提升商品品质 ，
能为消费者提供性价比更高的商品。

“一个品牌假如没有高质量产品
的支撑 ， 那么它只能算是一个 ‘招
牌 ’，而不能称之为品牌 ，更不可能获
得长久的发展 。 抓住品牌质量这一关
键 ，我们加强质量治理 ，不断提升产
品的质量品质和科技含量 ，为品牌的
建立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 ”孙殷
贤告诉记者。

“我省加强电商品牌培育，连续举办
了三届安徽好网货大赛， 评出安徽百佳
好网货、安徽十佳好网货，通过将好产品
提升为好网货 ， 培育安徽本土电商品
牌。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与阿里
巴巴联合主办 “皖美好物云端购—惠聚
安徽暖心电商消费节”， 全省 400 家企
业、千款产品参加本次活动，活动期间我
省电商企业在阿里平台共销售 110.7 亿
元，同比增长 22.2%。

1 月 18 日 ，
“第三届安徽巢
湖迎春年货购物

节暨《云食界》爱
心 电 商 直 播 活

动”正式启动。
本报通讯员

李远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