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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从盱眙县城沿省道 331县一路向西，10分钟便进入了河
桥区域。此时，映入笔者眼帘的是：一排排民居错落有致，一条

条干净整洁的水泥大道铺进了村，一片片富民强镇的产业基

地扎下了根……

该镇党委书记柳军说：“2013年以来，镇党委、政府始终围
绕建设‘河桥更高水平小康社会’一个主线，深化‘山、水、生态

文明’三个特色，实现‘亿元项目招引、公共财政预算、外资外

贸、列统企业开票、夯实招商载体、农业现代化’六大任务，落实

‘招大引强促增长、财税征收拓思路、生态农业出亮点、载体打

造快推进、惠民帮扶保稳定、城镇建设出形象、效能效率再提

升、强化党建添活力’八个坚持的‘ 一三六八’总体工程，迎难

而上，务实苦干，如今全镇产业兴旺了，城镇秀美了，群众生活

殷实了，社会更加和谐了。”

如今，虽正进入冬管时节，玉皇山生态园却是一片繁忙景

象，工人们正在进行修枝、除草和施肥等。

玉皇山生态园区是省级现代农业园区。近年来，园区以生

态为根本，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建成景观林、水土保

持林 3、果树经济林共计 20000余亩。2013年，园区更是投入亿
元，合理利用采石废弃塘口，实施建设以漂流、水上游乐世界、

观光缆车为核心，以休闲度假、水上文化旅游为主题的大型水

上乐园。今年 5月，游客就可以在品尝玉皇山优质水果的同时，
体验到水上漂流的乐趣。

“河桥镇有山有水、生态优越。近年来，我镇积极挖掘农业

项目的潜力，加速农业龙头企业转型升级，除了玉皇山以外，还

以政府投入带动社会投入，引入上市公司，对猫耳湖水面进行

种植、养殖、休闲、度假‘四位一体’的全方位开发；吸引投资超

亿元加快凤凰山生态开发，河桥地标性建筑设计建设———凤

凰塔，目前已开工建设。”分管农业的副镇长臧成文欣喜地向笔

者介绍了河桥生态农业开发的成果。

“这么多年来，无论大小车辆都从这个街面过，晴天灰，雨

天泥，我这门面就没有干净过。”在河桥街道居住多年的居民蒋

立刚说：“如今，镇里新建了镇区循环路，春节前后即将通车，街

道的环境很快就能大变化了”。

本报记者 闻笛

国家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3年 11月，目
前全国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已超 3万家，
其中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达 3000家。

资料显示，2012—2025年，中国
冷链食品需求将从 2.0 亿吨增长到
4.5亿吨，年复合增速 18.8%。业内人
士表示，未来三到五年，生鲜食品极

可能是下一个热门的电商品类。

高毛利产品更受青睐

据记者了解，传统电商包括天猫、

京东、1号店在内的一线电商都涉足到
了生鲜市场。据京东商城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合作的生鲜卖家已经超过了

300家。产品涵盖了蔬菜、水果、海鲜水
产、半成品、冻品、禽蛋、鲜肉、加工肉类

等八大类。京东商城董事长刘强东曾经

向记者表示，京东要在未来一年之内，

实现生鲜商超产品 10分钟送达。京东
将按照全国的物流体系，按照 O2O的
属性，分割成小框子；让任何用户下单

都可以实现 10—15分钟送货。
作为电商崛起的“直接受害者”

的超市业，曾经把生鲜产品视作抵御

电商抢食的最后一个法宝，但在电商

销售生鲜产品的巨大冲击下，超市业

也试图借电商“逆袭”。联华超市旗下

电商平台“联华易购”、沃尔玛山姆会

员网上商店、乐购、永辉、沃尔玛山姆

会员商店、高鑫零售，超市业掀起了

加码电商的热潮，希望借此夺回快消

品、生鲜等本属于超市的强势领域。

记者浏览多家电商生鲜频道发

现，高价的进口水果、有机蔬果和肉

类等“高档货”占了很大比重。广东省

流通业商会执行会长黄文杰透露，进

口水果、有机肉类等产品的平均毛利

在 25%以上，“有的甚至高达 30%。”
有业内人士分析称，生鲜食品大多需

要冷链配送，其成本通常是普通常温

配送的 130%，所以引进高毛利产品
成为很多网站的选择。

有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进入流
通领域的农副产品价值总额为 2.45万
亿元，但通过电子商务流通的农产品仅

占 1%左右。由此可见，生鲜电商还拥有
巨大的发展潜力。加之中央一号文件强

调大力发展农产品网上交易、连锁分销

和农民网店，诸多利好消息使得生鲜成

为电商争夺的又一块蛋糕。

消费体验决定电商生死

记者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发布

的数据了解到，2012年食品工业产值
约为 10万亿元，如果以 10%的渗透
率核算，整个食品行业的电商规模将

超万亿元，曾有媒体报道“2010年我
国进入流通领域的实体农副产品的

总价值为 2.24万亿元”，因此农副产
品的电商规模也将超过 2000亿元。
“电商觊觎生鲜，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利润。”易观智库高级分析师宋

阳指出，相对于某些已经过度竞争的

品类，生鲜的利润非常可观。资深电

商专家鲁振旺透露，对于电商来讲，

生鲜利润平均可达 40%，其中海鲜和
冻肉最高，水果次之，即使扣除 20%
的损耗率，也依然远远高于其它垂直

品类。

但有业内人士对此表达了不同

观点：“生鲜的退货率高，而且损耗

大。特别是线下生鲜消费的强大习惯

造成生鲜网购还很难盈利。”货源品

控、仓储管理、物流配送成为了生鲜

电商急需破解的三大瓶颈。生鲜产品

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较长，时间跨

度大，很难保证其新鲜度。事实上，

“全程冷链配送”涉及环节非常琐碎。

顺丰优选 CEO李东起向记者介绍，当
商品离开库区后，分拣和包装操作场

地需具备温控条件，再装入温控箱运

输，最后收派员将商品装入保温袋上

门派件。整个环节所使用的温控设备

包括冷藏箱、冷冻箱、冰盒、冰袋、保

温袋等众多微小细节。而在这些细节

中，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以

直接影响用户体验。

被外界贴上“金矿”、“蓝海”等标

签的生鲜电商在华丽的外表下也隐

藏着多种挑战，据记者了解，从 2011
年开始，全国各地出现了上百个大大

小小的生鲜网购平台，80%分布在二、
三线城市，特别是农副产品生产基地

比较集中的城镇。但是多数平台因为

遭遇货源、营销和物流等困境而夭

折。包括华润万家、美廉美和卜蜂莲

花在内的超市企业进军电商。但不过

两年时间，这些企业的线上业务几乎

全军覆没。2013年初，生鲜大佬永辉
超市旗下的生鲜类网站“半边天”上

线不足百日已悄然下线。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第一批做

电商的超市大多是在跟风，电商业务

的负责人也都是传统零售出身。在人

才和物流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被高成

本拖累。今年触网的超市却是将电商

作为一项战略来做。超市业可以同电

商网合作，让消费者可以在网站下

单，然后到超市发的门店提货，以此

来增加来客数，带动其他商品的销

售。

多家超市试水生鲜电商夭折 物流瓶颈难解

寒冷的秋冬季节本来就是牛羊肉

消费的高峰期，尤其每逢岁末年初，受

节日效应的拉动，牛肉价格都会有所

上涨。但 2013年的“牛魔王”却格外来
势汹汹，同年初相比牛肉的批发价格

已经涨了 20%—30%。业内人士表示，
由于需求量大，货源紧缺，不排除牛肉

价格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再涨的可

能。

牛肉价高量少
波及餐饮企业

记者通过对近几年牛肉价格的统

计发现，事实上从 2010年开始牛肉价
格就持续上涨，从 2012年 5月份开始
涨势愈加惊人。例如资料显示，2010
年牛肉的零售价只有 20—30 元/公
斤，但现在牛肉价格已经涨到了 65.2
元/公斤，粗略估计，三年间翻了一倍
还不止。

受上游原料价格上涨的影响，餐

饮企业，尤其是以经营火锅为主的企

业近几年也是频频调价应对。例如记

者了解到，在今年 9月份逐渐完成升
级改造后的小肥羊餐厅，虽然基本遵

循了原来其主要城市的价格，没有太

多变化，但新版餐厅的人均消费水平

要比旧版略高，大概为 60—70元/人。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在 2010年，小肥
羊的人均消费仅 51.8元/人。由于早前
几乎每年都涨，小肥羊的低价牛肉产

品已经从最开始的 18元/份，涨到了
近两年的 42元/份。

除了小肥羊外，另一家知名火锅

连锁店海底捞也是近年来接连涨价，

今年也不例外已经涨价。海底捞的一

名工作人员大方承认近期的确对少数

牛肉产品进行调价，但因现在并没有

旧的菜单所以很难对比出涨幅及上涨

的金额。海底捞店内的工作人员还表

示，由于物价一直在上涨，海底捞的菜

品价格可能会随着市场物价变动发生

波动，在近期牛肉价格有可能还会再

涨。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餐厅调

价也是无奈之举，一盘四两肉将近 13
元的原料成本，再加上人工、房租和运

输成本，几乎已经让这一盘肉的利润

只剩 10%，这已经逼近炒菜盈利。
除了价格一路上涨，牛肉的供应

链也危机四伏。另外一位餐饮行业的

管理者向媒体表示，公司往年一直是

和全国最大的牛羊肉供应商之一科尔

沁公司合作，但由于该公司从去年 8
月开始就陆续断货，到 10月中旬时甚
至出现频发断货的现象，所以公司最

近不得不改选另一家国内较大型的牛

肉类加工商。记者获悉，像这种国内大

型牛羊肉供应商，有的工厂现在已经

停工了一半，就是因为已无牛肉原料

供应，到了“无牛可宰”的地步只能无

奈停产。

成本居高不下
价格虽涨仍无利润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虽然价格高

企，但大部分的养殖户并没有从中获

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反倒是不少养殖

户退出了肉牛养殖行业。专家向记者

介绍，同猪肉、鸡肉、鸡蛋等行业不

同，中国的牛肉生产目前仍是以散养

户以及小型养殖户为主，行业缺失龙

头企业的带领，市场的剧烈波动和养

殖成本的增加，导致肉牛养殖户大量

退出。

一位多年从事肉牛育肥的养殖户

向记者介绍，近几年肉牛养殖的饲料、

人工、防疫、运输等成本均在上涨，严

重挤压了养殖户的利润空间。比如，

2012年西北地区小麦秸秆价格涨到
约 0.6元/公斤，同比增长 25%；玉米秸
秆价格上涨到 0.52元辕公斤，同比增长
30%，玉米价格上涨到 2.2元辕公斤，同
比增长 10%。人工费用也出现上涨，上
涨 200—400元/人不等，其他如运输
费用也有一定的上涨；设施的维护费

用增加，增大了固定资产投入；舍饲圈

养后，饲养密度加大，发生寄生虫病的

几率增大，接种疫苗、消毒和药浴的次

数增多，加大了防治费用；再加上水

电、运输等价格的不断上涨，冲减了养

殖利润。“养殖利润下降了，养殖户的

积极性会降低，这也是导致肉牛存栏、

出栏量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这位养

殖户不无无奈地说。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普通的肉

牛养殖企业仅仅涉及肉牛产业饲养、

屠宰加工，由于其饲养是从收购架子

牛进行育肥开始的，并不涉及最上游

的母牛和小牛繁育环节，而在牛肉价

格上涨的同时，架子牛的价格也是水

涨船高。一位肉牛养殖场负责人告诉

记者，“以前购买架子牛，一斤也就三

四块钱，而现在购买一个膘情较好的

架子牛要十二三块钱一斤。以五斤玉

米长一斤肉，一斤玉米一块一毛钱计

算，这样一斤肉光是这两项的成本就

十七八块钱，再加上其他费用和成本

就会更高。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
国的架子牛均价已达 25—26 元/公
斤，比 2010年增长约 73.3%。因此，虽
然牛肉价格长得高，但上游的成本也

涨了不少，牛肉价格的上涨对养殖户

增收确实有一定贡献，但贡献并没有

很多投资者想象得那么大。”

产业链日渐萎缩
行业巨头有待发力

福成五丰的董秘宋宝贤告诉记

者，2010 年牛肉价格飞涨的时候，一
大批屠宰厂一哄而上，但近些年来因

为开工率不足，当年仓促上马的屠宰

厂开始陆续倒闭，没有倒闭的屠宰量

也下滑严重，公司以前一年能宰八万

头牛，现在也就能宰两三万头牛。而且

宰牛的利润也在不断下降，以前宰一

头牛能赚六七百块钱，现在也就能赚

一二百块钱。

而牛肉批发商的日子更是早已步

入寒冬。从事牛肉批发生意的谢迈智

无奈地对记者表示，牛肉批发的利润

本来就很低，一斤就赚五毛钱，所以只

能走量，但现在牛肉价格涨这么高，都

没人买肉了，以前一天能卖两千斤肉，

现在一天最多卖四五百斤。

牛肉价格如此上涨，整个产业链

上却没有人赚到大钱，专家认为：“其

实整个产业链的利润率没有多大的变

化，但关键是量小了，无肉可卖，无牛

可宰，无牛可养，所以赚的钱就少了，

而在最上游的繁育环节，由于成本上

升的原因，农户养母牛和小牛的效益

也不高，相对于养猪或者外出打工，养

牛的比较效益也不高，农户积极性不

高，愈发弃养，于是进一步传导到下游

环节。”

相比欧美国家，中国肉牛产业的

集中度远远不够。据介绍，美国在上世

纪 70年代共有 2000多家肉牛生产或
加工企业，但到了 90年代，排在前 5
名的企业却占到美国国内 85%的产
量，集中度非常惊人。而我国当前有

2.6万家屠宰场，龙头企业的产量占比
却不到 5%，未来存在巨大的整合、并
购机会。

一路看涨的牛肉价格也吸引众

多上市公司和社会资本投身其中。西

部牧业、天山生物、科尔沁牛业、福成

五丰近期都动作频频，纷纷表示将募

集资金从源头上解决生产母牛数量

大幅下滑的局面，并有意将产业链将

延伸到下游餐饮企业，形成从肉牛养

殖、屠宰、冷藏到餐桌的全产业链。预

计，随着规模化效应的逐步显现，未

来几年在牛业市场上将频繁出现并

购事件。

价格翻番难抑牛肉产业链日渐萎缩
本报记者 闻笛

柳军章行

盱眙河桥镇打好“生态”牌

日前，“长白山来到北京城暨吉林物美农超对接启动仪式”

在北京物美超市举行，在吉林省政府大力支持下，在白山市政

府、靖宇县政府与靖宇县大祺长白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共同

推动下，实现吉林与北京物美商业集团的携手合作。在这次农超

对接中，靖宇县地方土特产品唱了主角、挑了大梁。靖宇是国家

级矿泉城，天士力小分子水、恒大冰泉、松海泉、沃特和九鼎矿泉

等矿泉饮品纷纷登台亮相，久负盛名的皇封参、靖宇地产玉米、

木耳、山核桃露也为北京百姓增添了口福。 （张鹤）

近日，北京云巢动脉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推出全球首个“线

上 PC”体验平台，此举将加速推动广大企业步入云计算时代 ,
从而掀起企业办公革命的序幕，传统 PC 办公环境或将被颠
覆。被喻为“传统 PC 颠覆者”的云计算方案提供商———云巢

科技，于 12月 26日推出的 iPC在线体验平台，再一次引领了
这种变革浪潮。该公司凭借独有的多项世界领先技术，推出的

全球第一个“线上 PC”体验平台，将会加速推动广大企业步入
云计算时代，破解商用 PC 成本与效能、安全的矛盾，同时打
破国外厂商在此技术领域的垄断格局。 （姜伟超）

12月 23日，北京现代年销售 100万辆，累计销售 500 万
辆庆典暨品牌战略发布会活动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北

京现代正式迈过“双百万”产销量大关，成为继上海大众、一汽

大众之后，国内第三个单一品牌年销过百万的汽车企业。活动

当天，北京现代还正式发布了其全新品牌战略“从现代 到未

来”，依据此规划，北京现代将从产品规划、品牌营销和运营服

务等方面，全面完善品牌经营，进一步提升品牌力，为新十年

“现代品牌”提升之路拉开了新的序幕。

1月 7日，金立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中国式商务智
能手机”天鉴战略及新品发布会，同时发布了两款商务智能手

机：一款主打“原笔迹手写”和“指纹触控”的天鉴 T1，一款以
“蓝宝石屏幕”为卖点的天鉴 W808。金立认为，在智能手机时
代，中国的高端商务用户需要易用的、安全有隐私的、商旅理

财方便的、尊贵有档次的手机。对此，金立集团董事长刘立荣

则指出，“在手机市场同行纷纷打低价战的时候，金立就是要

逆市而行推出售价最高的中国式商务智能手机”。

2013年 12月 30日，由二公司（代局指）承建的成（都）贵
（阳）铁路乐山至贵阳段大渡河特大桥钻孔桩开钻施工，标志

着世界第一条山区高速铁路正式开工建设。成贵铁路全长

632.6公里，跨越四川、云南及贵州境内，设计为客运双线高速
铁路，行车速度 250公里/小时。铁路沿线多处高山河谷地带，
地质情况十分复杂，全线桥隧占全长比例的 79.2%，施工难度
巨大。建成后，主要承担川西、川南、川北、西北地区与贵州、华

南三省、湘闽浙赣的旅客流量，将成为成都南下出川最便捷的

高速通道。 （赵志兴 张君）

近日，中国建筑装饰之乡 (北京 )成就展以及与建筑装饰
文化息息相关的《螺河奔海流》新书首发仪式在京举行。成就

展重点展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建筑装饰之乡”陆河的企业在

北京城市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陆河人在全

国各地拥有 200 多家建筑装饰企业，其中一类企业有 40多
家，年工程量超 5000万元的有 100多家，超亿元的有 70多
家，在中国的行业百强中占比近 1/3，在中国的一类企业中占
比也近 1/3。《螺河奔海流》作者刘琳琳表示，该书耗时三年，浓
缩了陆河现象，更是对陆河装饰者的速写。

长白山土特产首次进驻物美超市

云巢科技推全球首个“线上 PC”平台

北京现代累计销售 500万辆庆典北京举行

金立定义中国式商务智能手机

乐山至贵阳段铁路站前工程率先开工

《螺河奔海流》新书首发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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