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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菜天然无污染，营养价值

高，但高昂的价格令消费者望而却

步。 不过，对北京槐香农业而言，在

找到新的销售渠道盒马鲜生后，自

家的有机菜价格五年内虽被“腰

斩”了三次，但反而实现了扭亏为

盈。 近日，中国商报记者走进槐香

农业的蔬菜基地，探寻大数据如何

反哺农业生产让有机菜价格越来

越“亲民”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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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五年内“腰斩”三次反而扭亏为盈

大数据赋能 平价有机菜降价不降质

在槐香农业的加工车间，工人对采摘下来的有机蔬菜进行初级加工。

10月 19日， 走进位于北京市

平谷区马昌营镇的槐香农业，中国

商报记者看到了上百个日光温室

棚。 在 A 区的一个温室棚里，低垂

在藤蔓下的黄瓜正在享受自动喷

淋式“沐浴”。

“这是我们的有机黄瓜。 ”据槐

香农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黄瓜

以及其他品种的蔬菜所在的日光

温室棚并没有那么简单———智能

卷膜和卷被一键可控，随时为植物

保暖；太阳能导热和地暖装置更是

提前助力， 让植物住上暖屋子；植

物营养主要由水肥一体化各储罐

负责，水溶肥、矿物源肥、生物菌

肥、气肥提供着各种营养。

多种“黑科技”的助力，让槐香

农业的有机蔬菜生机勃勃、长势喜

人。 但就在五年前，这些日光棚里

别说用“黑科技”，连一个棚只种一

种蔬菜都很难做到，往往是多种蔬

菜混种在同一个棚里。

“有机菜这个行业，真是‘想说

爱你不容易’。 ”槐香农业负责人董

敏告诉记者， 虽然有机蔬菜不好

种，但是更让人困扰的是种了卖不

出去。 自从 2008 年进入有机蔬菜

这个行业以来，槐香农业为了打开

有机菜的销路做了很多努力，其中

就包括自建网站发力生鲜电商，但

结果却并不如意。

“主要就是品类虽多， 但单品

数量少。 ”董敏表示，在公司成立初

期，多种蔬菜少量种植造成生产难

度大、土地利用率低的问题，虽然

后期尝试农场会员客户、有机采摘

等多项营销措施，但销量与产量却

一直不均衡，菜品库存囤积造成大

量浪费。初期主要模式是“电商+会

员”， 这个阶段中一直无法实现营

收平衡。 直到槐香农业找到了新的

销售渠道后，转型供应商，放弃自

建平台， 才开始规模化集中种植，

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有数据显示，北京市八家传统

连锁超市日均销售蔬菜 1100 吨，

普通蔬菜占 92%，高品质的有机蔬

菜和包装净菜仅占 8%。 到 2025

年，北京绿色有机农产品总量将翻

一番。 据了解，槐香农业平均每天

为盒马鲜生北京区域提供的有机

蔬菜超过 5吨。

黑科技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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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菜价格贵是有现实原因

的。 据董敏介绍，一方面，有机菜对

环境要求很高。“有机食品种植土

地要求至少三年不能使用农药、化

肥等违禁物质，同时还要根据相关

标准进行产地认证、 大气认证、环

境认证，只有在达到标准的情况下

按规范来生产才算有机蔬菜。 ”另

一方面，其生产成本也很高。“不能

施用化学肥料，只能施用成本更高

的有机肥料；不能用人工合成的农

药，通常是人工捉虫、物理捕虫或

者以虫治虫；在有机食品的种植过

程中， 由于没有使用过农药化肥，

折损率高，出产率少，并且不能使

用化学除草剂，只能人工除草。 ”董

敏表示，过高的生产成本是有机菜

价格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据悉，传统蔬菜通过使用农药

化肥等措施， 蔬菜成品率可高达

90%以上。 由于有机蔬菜生产标准

要求高（无农药、无化肥、无激素、

无转基因），成品率极低，只能实现

40%-50%， 遇到极端环境与病虫

害，甚至会出现品种全面绝收的情

况。 此外，根据有机蔬菜行业要求，

储运阶段不可使用防腐剂，直接导

致存储与运输中的高损耗。

“我们以前主要供应 C 端用

户， 需要种大量品种的有机菜，最

多达到 100 多种， 生产品种多、单

品数量少、土地利用效率低造成成

本高，消耗、管理成本就越大，价格

就更难降下来了。 ”董敏直言，槐香

农业在发展初期最关键的问题是

产销不平衡，能产不能销，销路受

阻。 究其原因，“一点对多点”的对

接模式，其实并不能了解市场的真

正需求和趋势。 直到跟盒马鲜生合

作后，才感受到大数据能够反哺农

业生产，让有机菜的价格“亲民”起

来。

“基本上在五年前， 有机菜的

市场价格是普通菜的 6 倍到 10

倍。 我们希望有机菜的价格降下

来，真正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 ”盒

马北京区域生鲜采购负责人王国

柱表示，通过盒马的数据分析，盒

马鲜生会给槐香农业下订单，然

后槐香农业根据订单进行种植生

产。

“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排产多

了或少了的情况，但我们不断优化

之前的链路，能够越来越精准地卡

住这个量。 ”据王国柱回忆，在这几

年的合作中， 大调价至少有三次，

多次进行小调价，“在这个过程中，

成本是不断降下来的。 生产成本降

下来， 我们再减少一些损耗浪费，

才做到现在有机菜的价格。 ”

据悉，2016年槐香农业开始与

盒马鲜生北京区域合作， 积累经

验，培育市场，有机蔬菜供货量逐

年提高。 与盒马全面合作的 2018

年、2019年和 2020年，槐香农业连

续三年实现扭亏为盈，是盒马鲜生

北京区域最大的有机菜生产基地。

目前在供的蔬菜有 17 种， 包括小

白菜、油菜、菠菜、香菜、黄瓜、圆

茄、青椒、尖椒、红薯等。

大数据反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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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虽然降下来了，但有机菜

依然有不好卖的理由。 比起普通蔬

菜，全程不使用农药的有机蔬菜虽

然营养价值高， 但面临一个困境：

长得好看的不多。 别小看蔬菜的颜

值，这对不少消费者而言是选购的

一项重要标准。

在槐香农业的加工车间里，记

者在一个菜筐中看到了许多被废

弃的白菜花。“这个其实没有虫眼，

也没有质量问题，就是菜花表面在

运输中磕碰后造成表面发黑，卖不

出去的只能废弃。 ”车间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这是困扰我们很久的一个问

题。 ”槐香农业 CEO 杨昆鹏直言，

由于不打农药，有机菜里颜值高的

并不多。“我们供给盒马鲜生的有

机菜已经是经过精挑细选后最好

看的了，稍微有个虫眼或者长得不

标致的就不好卖。 ”杨昆鹏表示，这

些菜他们内部叫“丑菜”，但营养价

值和质量都没有任何问题。“比如

黄瓜， 可能叶片稍微遮挡了阳光，

它就长弯了，没有农药的干预很难

保证形状， 消费者就不愿意买这

种。 我们正在努力尝试通过多种渠

道来解决这个问题。 ”

“针对的消费群体不同， 可能

有些消费者是可以接受价格低一

些的‘丑菜’。 ”王国柱说，“但也有

个问题，‘丑菜’的产量和品种都不

稳定，无法保证供应，我们很难下

订单。 ”

对于王国柱提到的低价卖“丑

菜”， 杨昆鹏则有些不满：“实际上

‘丑菜’的成本更高。 比如带有黑点

的白菜花，如果要售卖的话，肯定

得让工人把黑点除掉了，消费者才

会接受，这一道工序就是成本。 ”

据悉，槐香农业正在建立净菜

加工厂，这样未来“丑菜”就可以通

过净菜的方式走上消费者的餐桌，

从而降低有机菜的损耗，提高供应

量，进一步降低种植成本。

加工厂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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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一”风波折射会员店供应链短板

本报记者 张涛

继家乐福会员店控诉山姆逼

迫供应商“二选一”后，盒马 X 会员

店也遭遇类似情况，其拟联合家乐

福向有关部门举报山姆。 对此，山

姆回应称， 已第一时间展开自查，

没有发现有关方提出的问题。 业内

专家表示，本次“二选一”风波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进军会员制市场

的中国企业在供应链建设方面还

有很多功课要做。

10月 22日， 家乐福会员店发

表公开信称，在开业第一天，竞争

对手施压供应商回购买空相关商

品， 使得不少会员消费者无法购

买。 在公开信中，家乐福会员店表

示，坚决反对商业领域的不正当竞

争行为，反对以自身市场地位强迫

供应商“二选一”，已经向相关部门

举报。 次日，家乐福会员店对外透

露，向供应商施压的竞争对手正是

山姆。

10 月 24 日，盒马 X 会员店总

经理长隐向中国商报记者表示，从

去年 10 月首店开业至今， 盒马 X

会员店也长期遭遇类似情况。 此

外，在上海以外的城市，也有供应

商迫于压力停止了与盒马 X 会员

店的合作。 基于这种情况，盒马 X

会员店与家乐福会员店将在采购

层面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努力破解

目前正在面临的“二选一”局面。 长

隐还表示， 盒马拟向相关部门举

报，希望共同促进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

10月 25日， 盒马联合家乐福

举报山姆涉嫌“二选一”的消息登

上微博热搜榜。 对此，山姆当天发

表公开声明称， 得知这一传闻后，

山姆第一时间展开自查。 迄今为

止，没有发现有关方提出的问题。

“一切引发公众注意的讨论，

应该首先以事实为基础，从促进行

业良性健康发展、 保护消费者利

益、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与和谐发展

的大局出发。 到目前为止，我们没

有看到有关方提供任何直接或间

接的事实，表明山姆会员店存在所

谓的‘二选一’问题。 我们希望有关

方能从事实出发，停止扰乱市场秩

序的行为，专注自身经营，让更多

消费者受益。 ”山姆在声明中还呼

吁：“企业应专注自身特色开发，不

断对商品和服务进行创新，这是整

个行业良性健康发展的基础。 简单

的商品复制和同质化竞争，真正损

害的是消费者的利益。 ”

早在 1996 年， 山姆就进入中

国市场，可谓中国会员制市场的开

创者。25年来，山姆的会员制模式

逐渐被中国消费者接受并赢得

青睐。 目前，山姆在中国已有 36 家

门店，且其全球销售量居前五位的

门店均在中国。 母公司沃尔玛最

近一期财报显示，山姆在中国市

场的销售量同比增幅达到两位

数。

山姆收获的亮丽业绩表明会

员制模式在中国市场已经成熟。

2019年，山姆在美国的老对手开市

客进军中国市场， 开出了首家门

店。 目前，开市客正在快速拓展中

国市场，处于筹备阶段的门店数量

已达五六家。 与此同时，中国零售

企业也开始进军会员制市场，去年

10月，首家盒马 X 会员店开业。 此

后，一些传统商超企业也纷纷转型

会员店，其中包括物美、家乐福、北

京华联等。

在中国企业进军会员制市场

的过程中，山姆、开市客成为被模

仿的对象，尤其是深耕中国市场多

年的山姆，几乎成为中国企业进军

会员制市场的“黄埔军校”，如物美

麦德龙会员店和家乐福会员店的

主要高管均来自山姆。 山姆会员店

的很多特色商品，如瑞士卷、烤鸡、

麻薯等， 也同样成为盒马 X 会员

店、麦德龙会员店、家乐福会员店

等会员制商店的标配。

未来，中国企业应该走什么样

的道路才能在会员制市场上拥有

自己独特的优势？ 专家表示，事实

上，山姆和开市客已经做出了很好

的示范。 作为在美国本土势均力敌

的会员制竞争对手，山姆和开市客

并没有在简单的商品复制层面进

行同质化竞争，而是在经营模式和

供应链建设上各自开创了独特的

模式，并发展成为行业巨头。 中国

消费市场巨大， 只要聚焦零售本

质，潜心努力，中国零售企业在进

军会员制市场的道路上一定会找

到自己独特的优势。

成都中欧班列”顺丰国际专列”开行

10 月 25 日， 首列成都中欧班列

“顺丰国际专列”顺利开行，由成都开

往波兰马拉，随后将分拨至德国杜伊

斯堡、汉堡和意大利米兰。 据悉，此趟

列车装载了共 50 个集装箱的电子产

品、机械配件、日用百货、服装鞋帽等

货物。 此趟班列的顺利开行，开启了

顺丰国际综合物流征程和成都国际

铁路港先进要素聚集赋能平台建设

的新篇章。

顺丰国际中西口岸负责人袁运

杰表示，该趟“顺丰国际专列”主要服

务于西南地区电子产品等生产制造

企业。“我们将以顺丰国际专列为契

机，扩大与各类生产加工制造和国际

贸易头部企业合作，依托成都国际铁

路港现有的国际通道优势，为中国制

造商家持续提供高效端到端的综合

物流服务。 ”

（谭仕科 本报记者 徐民）

海南昌江办平价蔬菜流动集市

10 月 25 日， 海南昌江黎族自治

县平价菜保供惠民行动专班在县城

石碌镇市民广场举办平价蔬菜流动

集市活动， 为广大市民提供新鲜、实

惠的平价菜。 在平价蔬菜流动集市活

动现场，有芹菜、小白菜、上海青、红

萝卜、茄子、西红柿、土豆等 20 多种

新鲜蔬菜在销售。

据了解，此次平价蔬菜流动集市

活动时间为 10 月 25 日至 26 日，主

办方共准备了 3 吨蔬菜，均为当日凌

晨采购的新鲜蔬菜，销售价格均比市

场价格便宜。 下一步，县平价菜保供

惠民行动专班将根据销售情况，及时

做好补货工作，保障货源充足，让市

民能够买到新鲜健康放心的平价菜。

（陈晨 本报记者 李祥）

三季度黑龙江地方国企营收增长

近日，记者从黑龙江省国资委召

开的该省地方国有企业三季度经济

运行分析会上获悉，三季度，黑龙江

省地方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213.91亿元，同比增长 24.64%，两年

平均增长 20.77%；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14.13 亿元， 同比扭亏增盈 24.79 亿

元，两年平均增长 4.9%，年内首次实

现两年平均正增长。

会议强调，黑龙江省地方国有企

业要综合运用年度目标引领、考核激

励、督导调度等方式，对标对表推动

经营业绩持续提升； 要狠抓提质增

效，立足新发展理念，精准发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要弥补经营短板，精准

分类施策，深入推进亏损企业专项治

理；要重视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有效

提高抗风险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重

大风险底线。 （潘广韬）

安徽自贸区助力科创企业发展

为深化安徽自贸试验区改革创

新，助力科创企业“爬坡过坎”，10 月

18 日，安徽自贸试验区科创企业贷投

批量联动方案发布暨签约仪式在合

肥高新区举行。 活动现场发布了“科

创企业贷投批量联动方案”， 安徽银

保监局、省银行业协会、合肥高新区

管委会负责人以及试点银行代表分

别作了讲话发言。

“科创企业贷投批量联动方案”

通过试点发展的形式，坚持以政府批

量推送企业、 贷款风险补偿为基础，

商业银行批量化获客、市场化决策为

依托，充分发挥政银协作、贷投联动

的合力，健全科创企业融资、收益、风

险等环节循环平衡机制，探索建设形

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科创企业批量化

金融服务新模式，有效破解科创企业

融资难题， 助力科创型企业做大做

强。 （本报记者 刘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