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23
星期二
报料热线
028-96111

责编黄 强
版式段意茜
校对廖焱炜

14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平台/
助力“川字号”品牌走出去

这场展销会是“2018川货
新春大拜年北京站”启动后的
一项重要活动。四川省商务厅
副厅长刘祥超表示，这场展销
会是由四川省商务厅、国资委
等9个政府部门主办，四川商
投集团承办的，是四川省国有
企业在“川货出川”战略指导下
的积极实践，也是四川省各地
调味品、泡菜、腌腊制品企业相
互协作、抱团发展的有益尝试。

四川商投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活动有两个突出特
点：一是市场化程度高。按照
市场的手段，聚集各类资源，搭
建信息共享平台，主动与北京
市场接轨，充分体现四川省委、
省政府“川货出川”的战略指导
思想。二是产品丰富并具四川
特色。既有知名品牌，又有新
兴品牌。参展商品包括泡菜、
调味品和腌腊制品，都是经过
严格筛选出来的。

四川商投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活动旨在通过组织
四川品牌企业和特色产品，满
足北京消费者对川菜的需求，
提高“四川造”产品在北京市场
占有率。下一步，将建立长期
展销机制，进一步拓展川货出
川渠道，充分发挥协会、商会的
作用，促进川货出川，并支持农
业产业化发展。

现场/
参展商采购商热情对接

作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思坡醋在宜宾家喻户晓，但
出了宜宾，就没什么知名度。

“思坡醋是典型的养在深闺人
未识”。宜宾思坡醋业有限责
任公司运营总监向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表示，今年
第一次参加展销活动，迫切希
望在北京市场打开知名度。

四川郫县豆瓣有限公司华
北区销售主任李金龙表示，“以
前，鹃城豆瓣主要是餐饮企业
在采购，自从在北京市场的认
可度提高之后，2017年，我们

专门推出600克的小包装，鹃
城豆瓣通过商超走进了北京老
百姓家中。”

第一次参展的四川巴野食
品有限公司带了1000多斤的香
肠腊肉，“口味上还是南甜北咸。
咸味香肠在北京最受欢迎。”

北京二商集团四道口市场
副经理李岩表示，这次我们组
织了40多家经销商来采购，对
四川造兴趣浓厚。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从1
月22日到28日持续7天。专销
活动结束后，四川商投集团根
据展销期间供需情况，还将在
北京建立交易场地固定、购销
模式灵活、产销双方互利，为期
一年的四川调味品常态专销
馆，方便四川品牌企业与北京
经销商、消费者沟通。

数据/
四川调味品年产值将破千亿

当老北京传统的涮羊肉遇
上四川麻辣鲜香的调味品，会
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位于北京四道口的瓷器铜
锅涮肉店店长告诉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北京涮羊
肉是老北京人的最爱，自从加
入四川的辣椒，改良成鸳鸯锅
之后，点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尤
其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四川是“川菜王国”，成都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
界美食之都”称号。川菜“百
菜百味，一菜一格”，包括麻辣
味，至少有24种味型，调味与
菜式复杂多样，为全世界罕
见。四川是调味品大省，仅四
川泡菜产量2016 年就达360
万吨，产值310亿元，约占全国
泡菜产量的70%。初步统计，
四川省复合调味品行业近年
来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速
度，一些企业达到20%～30%
甚至高达50%的快速增长速
度。由于火锅在全国的风行，
以及其他川菜菜肴烹制技艺
的创新发展，带动了调味品行
业的迅速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易弋力

“2018 年，我们要
在全国范围内树立10
个电商脱贫样板县。”
1 月 18 日，在电商脱
贫高峰对话会上，阿
里巴巴 CEO 张勇交
出了他在电商脱贫工
作 上 的 第 一 份“ 作
业”：用电商的手段，
帮助贫困县通过电商
平台销售商品、打通
产业链，同时给贫困
县搭建金融、物流、大
数据等数字商业基础
设施。

分析认为，电商
大力提倡脱贫除了社
会公益以外，也是想
以此切入农村电商市
场。此前，阿里已把
农村电商作为三大战
略之一。另一个电商
巨头京东也没闲着。
1 月 15 日开始，京东
CEO 刘 强 东 到 达 东
北，先后在黑龙江、辽
宁和吉林三地也表达
了帮助当地进行精准
扶贫的愿望。

产业脱贫
电商扶贫新模式

阿里CEO张勇：今年要树立10个电商脱贫样板县

追 涨 杀 跌

填权行情持续
易事特（300376）：1

月 22 日涨停。每年行情
火爆的时候，高送转板块
从来不会缺席，但 2017
年年报高送转的标的实
在是一般，于是，市场资
金就往填权股去了。易
事特，2016年年报高送转
的龙头，1月21日晚间发
布业绩预告，预计 2017
年 净 利 润 6.13 亿 元 至
7.55 亿元 同比增长 30%
至60%。22日开盘后不久
即封住涨停，还带起了当
时 的 另 一 龙 头 云 意 电
气。到收盘，云意电气、
优博讯、平治信息、北特
科技等涨停。

华森制药（002907）：
1月22日跌停。1月22日
市场表现极好，沪指站上
3500点，到收盘有26只个
股跌停。而这些跌停股
票，以次新股为多，华森制
药、科蓝软件等龙头趴在
了跌停板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朱雷

掘金龙虎榜

家电行业资金净流入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

23个行业资金净流入，其
中家电行业、酿酒行业、软
件服务等行业资金净流入
居前。38个行业资金净流
出，其中银行、券商信托、
电子元件等行业资金净流
出居前。

龙虎榜显示，3只个股
获机构净买入。

个股提示
焦点科技（002315）公

司目前主营业务分三个方
向：即外贸B2B电子商务平
台 中 国 制 造 网
（Made-in-China.com）、内
贸B2B电子商务平台百卓
采购网（Abiz.com）以及保
险B2C电子商务平台新一
站保险网（xyz.cn）。22日
获机构净买入1207万元。

人人乐（002336）公司
主营业务为商品零售连锁
经营，主要业态包括：大卖
场、浓缩型卖场、高端精品
超市、网购社区生活超市、
百货及购物中心。22日获
机构净买入225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赵雅儒

张勇的这个“作业”源于去年12
月份。当时阿里巴巴宣布投入100
亿元成立脱贫基金，马云担任主
席。从农村淘宝、物流、教育等各个
层面，都有合伙人来担任相应项目
的副主席。并且逐个落实到人、落
实到组织、落实到每一个KPI，并每
半年公布脱贫财报。马云表示，欢
迎全社会监督阿里人的脱贫KPI。
张勇负责的就是电商脱贫项目。

一个月过去了，张勇代表阿里第
一次向外界公布有关电商脱贫的落
地措施。张勇表示，阿里将整合所有
资源，做到授人以渔，助力全国800
个贫困县。同时，2018年要在全国
范围内树立10个电商脱贫样板县。

分析认为，阿里这样的电商大

力提倡电商脱贫，除了社会公益以
外，也是想以此切入农村电商市
场。此前，阿里已把农村电商作为
三大战略之一。

近几年来，农村网民规模持续增
长，截至2017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占
比为26.7%，规模为2.01亿。2017年
上半年全国农村实现网络零售额
5376.2亿元人民币，较2016年同期增
长38.1%，高出城市4.9个百分点，占全
国网络零售总额的17.3%。因此早在
2014年，电商就纷纷布局农村市场。

另一个电商巨头京东也没闲
着。1月15日开始，京东CEO刘强
东到达东北，先后在黑龙江、辽宁和
吉林三地也表达了帮助当地进行精
准扶贫的愿望。

虽然阿里和京东这样的电商平
台为农村带去了包括人才、硬件设
备、物流等基础设施，不过阿里研究
院组织的调查显示，时至今日，农产
品上行问题在大多数县域并没有得
到有效的解决。京东相关负责人认
为，农产品上行之所以难，是因为农
产品是非标品，而要成为商品，需要
一系列的生态体系建设，品控、品牌
打造、冷链运输等。

对此，电商们也在改善前期简
单的脱贫措施，要与农村商业体系
结合。张勇表示，“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脱贫需要用公益心态和市
场方法。”将提倡订单农业模式，把

来自全国各地的需求，通过兴农扶
贫频道聚合起来，通过C2B模式把
需求反馈给贫困县，让贫困户按需
生产，帮助特色产品不够明显的贫
困地区梳理出自己的优势产业。

不过订单农业模式还需要当
地农产品企业一起来合作。负责
村淘业务的阿里副总裁王建勋表
示，目前的难点就在于很难找到
当地有合作意愿的合作方。四川
乡村自主品牌福仁缘董事长李志
高告诉记者：“电商的流量是前
提，还需政府建立农产品溯源体
系，这需要电商平台、政府和企业
一起做工作。”

张勇的第一份“作业”

电商扶贫发展订单农业

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 崔江

四川味道惊艳京城
2018川货进市场专销活动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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郫县豆瓣、汉源花椒、宜宾芽菜、洪雅藤椒油……这些种类丰
富的四川特色调味品，北京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一站式购买齐全，
烹制正宗的川菜大餐了。

1月22日，由四川省商务厅等多个部门主办的2018川货新春大拜
年北京站——川货进市场“泡菜/调味品/腌腊制品”专销活动在四道
口水产市场启幕，来自全省16 个市（州）的 64 家企业参加了此次展
销活动。据透露，将有26家调味品企业、16家泡菜腌腊制品企业与北
京及周边省市三十余家采购商现场对接，并签订长期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