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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过去几十年摆摊论斤销售的传统，开始在“品控”上严格下功夫

摆脱“人情关系”，今年的“庄行蜜梨”离市场最近
■本报记者 杜晨薇

7月，一个热得发闷的下午，商人董正富扫
了一眼农民新送来的两筐庄行蜜梨， 个头不
小，外皮发亮，“可以了，给他结算”。梨农拿了
钱，梨则被送到 10米开外的分拣包装区。单个
够 8两、 卖相好的装进 9个一盒的精品礼盒；

略小一些的，装入 12个一盒出售的包装箱；更
次的，梨身上有疤瘌的，就会被淘汰。

今天的奉贤庄行，有不止一个董正富意识
到这点，他们正在打破蜜梨过去几十年摆摊论
斤销售的传统，开始在“品控”上严格下功夫，

甚至为设计一个便于运输的礼品盒，愿意搭上
一个月的时间。即使已经拥有国家地理标志的
庄行蜜梨， 也不得不依次接受由内而外的考
验，为“不完美”付出代价。

这恐怕是一场变局的开端，接下来，与蜜
梨关联的所有人与事都将牵扯其间，重新找寻
自己该处的位置、该做的事，带着不得已的迷
茫、焦灼，还有希望。

出了上海奉贤这个原产地，庄行蜜梨其实
没那么有名。但也有另一种解释，庄行蜜梨销
售了几十年，“不用出奉贤，便能就地消化完。”

长期处于卖方市场的优势地位，为蜜梨产业添
了几分骄傲。去年这个时节，庄行迎来一场前
所未有的蜜梨大丰收。可与之相关的所有从业
者，不得不放下骄傲，接受铁一般的事实：梨，

卖不出去了。

有人发动亲戚朋友来买，有人求着政府出
面“救火”，有人底价抛售……一颗梨“牵”出众
生相。最终，当地领导出面“吆喝”，区域内企业
家伸出援手， 帮收入低微的老百姓解决了 575

万斤梨，几乎占当年产量的三分之一。蜜梨认
购会上，老板们几万斤、几十万斤地叫价，把场
面推向高潮，却又隐隐让人觉得，“或许今后梨
不能再这么卖了”。

最先感受到变化的是蒋国强。他是庄行镇
分管农业工作的副镇长，“卖梨难” 的去年，他
经历过被梨农堵在办公室，也见过农民坐在一
堆烂梨前哭得死去活来的样子。但蒋国强并不
感到惊讶。事实上，过去庄行老百姓卖梨，依靠
镇、村里的企事业单位，依靠政府组织的大型
批发商，依靠亲戚朋友，唯独没有依靠市场。一
旦产量激增，原来的渠道无法吸纳，有效的市
场又没有建立起来，滞销是意料中的事。

即便没有去年这次意外的丰产， 许多梨
农也已强烈感受到销售渠道在收窄———减量
化后，村里的小企业关了不少，老客户们的消
费行为也趋于理性， 批发商的收购价不增反
减，“自己有门路的梨农已不多了。”庄行镇存
古村主任黄记强说，原来的“游戏规则”有些
失灵。

怎么办？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办。远在千公
里外的贵州玉屏县，比奉贤庄行更早深陷“迷
局”。玉屏是近年来兴起的黄桃优质生产区，凭
借企业采购，当地黄桃一度卖到 25元一斤，是
市场行情价的 3 倍。可近两年，玉屏黄桃价格
骤然回落，起因是一次买卖接洽会上，副县长
拍了桌子。

万果风云会的创始人朱勇立见证了全过
程。当采购商们向玉屏县农民提出，希望黄桃
价格下调时，会场几乎沸腾了。数年间，当地人

已习惯依赖政府资源，向政企大客户高价销售
黄桃。人们甚至笃信，自家的黄桃就值这个价。

僵持不下时，县领导拍案而起，放下狠话：“如
果你们不接受价格回归市场，明年的桃子我们
不管了。”人们很快安静下来，因为大家心知肚
明，离了“人情关系”，自己的桃子就要滚回大
浪淘沙的市场中去。最终，玉屏黄桃与政府牵
线的各大采购商签署协议，所供应黄桃不得高
于市场同期同类产品价格。

近年来， 全国许多地方的地产水果营销，

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艰难的“去行政化、去人情
化”过程。朱勇立说，从事水果行业 6 年，他为
全国各地的水果批发商和果农搭建起交易平
台，庄行的难、玉屏的难，看到过很多。“或许因
为农民面对市场，天然就是被动的。有政府可
依靠时，便没人愿意接触外部市场。”如果不是
今天轮到庄行蜜梨不得不直面市场之变，人们
总还是有那么一丝侥幸。

一年前这个时候， 董正富还是个局外人。

出差碰巧路过庄行一片梨地，他吃到人生中第
一个蜜梨。“是别人烂在地里的，但口味很好。”

董正富不明白，“既然是好东西， 为啥会卖不
掉？”他想做这个生意。于是他找到附近的吕桥
村，接待他的村书记叫王纪英。村里对于这样
一个主动要帮着卖梨的外乡人当然不会拒绝，

甚至莫名寄予了某种希望，他们把一处废旧仓
库腾出来， 给董正富做收购点。 今年 7月 20

日，奉贤庄行蜜梨“翠冠”品种集中上市，董正
富注册在吕桥村的米梨小镇销售合作社也正
式启动运作。

米梨小镇的收购是有门槛的。农民想要把
梨卖给它，得带着村里开具的“入场券”，证明
自家种植标准高、品质好，且销售着实有困难。

到现场， 还要排队等候严格的梨品挑选和检

验，如果发现以次充好的行为，今后就不会再交
易。“都是一个村的，怎么能这么做生意。”正当有
人质疑这看似不近人情的规则时，庄行镇骤然冒
出两三家像米梨小镇一样的销售合作社。它们背
后依附的市场渠道或许不同， 但对蜜梨的收购、

储存、包装、运输，同样严格，甚至明确规定买卖
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梨农想要通过收购求生存，

必然被裹挟进市场规则中去。

因为董正富给出的收购价不比自己摆摊低，

量也大了许多，梨农把梨卖给他后，一年的收成
就相当于进了保险箱。10天时间，周边 4个村 80

多家梨农主动找上门，15万斤梨进了米梨小镇的
仓库。

就在各个销售合作社的门口大排长龙时，

马路村书记王海平却忙着找货源。 村里来的挂
职干部石天泉上岗还不到一个月， 便帮着庄行
镇的梨农谈成一桩大买卖： 上海市中心的农工
商超市，愿意免征入场费，让蜜梨摆上最显眼的
货架。王海平时常接到超市的催货电话：“快些，

再来 7000斤。”

按照目前一个门店一天消化近 800 斤的速
度，预计到 8月中旬蜜梨下市，农工商超市就可
以帮助庄行梨农售出 6万斤蜜梨。但王海平仍有
些不敢信，参与供货的农户更不敢信：“以前只能
求着人家买，现在怎么就‘登堂入室’了？”这恐怕
是庄行梨农离真正的市场最近的一次。

当许多人还在为“市场”这只看不见摸不着
的无形大手疑惑时， 有人已切身感受到它的力
量。老金三年前包下 200 亩地种了“翠玉”。在庄
行蜜梨的品种序列里，最常见的“翠冠”占全镇种
植面积的 90%以上。“翠玉” 是更高级别的品种，

甜度不及“翠冠”，但吃起来是“一汪水，可以吸的
那种”。整个庄行，老金是“翠玉第一人”，也是“唯
一”。今夏，成长三载的果树终于结了第一批 3万
斤果实。有人问老金，你打算怎么卖。老金此前压
根没想过这个问题，原想说 180元一盒（12个），

“结果口误说成 280”。就这样，按 280元一盒的价
格， 不到一个星期，3万斤梨被客人们口口相传、

抢购一空。

今年，堪称庄行蜜梨入市元年。人们开始对
于“市场”有了模糊的认识：董正富通过自己过去
在全国各地积累起的人脉，把收来的梨卖出 9个
100元的价格。 石天泉把身边的市区朋友都介绍
去农工商超市买 7元一斤的正宗庄行蜜梨。而在

“翠玉”的垄断市场里，老金被稀里糊涂地赋予定
价权， 成为梨农中的最大赢家。“今年不过是试
水，明年才是真正丰产，到时我那 200 亩估计能
结 60万斤果子。”老金说，“不晓得还能不能卖得
这么痛快。”

奉贤庄行有 4500 亩梨地， 按每亩 3000—

3500斤的正常产值算，年产 1500万斤稀松平常。

但蜜梨的销售期仅有不到一个月，刨掉必要的损
耗，只有平均一天消化 50万斤才不算浪费。这需
要多大一个市场？

有人觉得，光在上海卖肯定不够，要想办法
把梨卖到全国各地。今年奉贤区农委首次找到媒
体合作，把蜜梨送进淘宝直播平台，打的就是这
个主意。“蜜梨+主播”，在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里
吸引了 14万次的观看量。 原想着能在网上一炮
而红， 从此不愁销路， 但终究没有这样的运气。

“电商运输成本高，果品破损率高，他们报的价格
动不动 1.5元或 2.5元一斤， 梨农哪里肯卖？”但
这也不是电商的问题，朱勇立说，电商发展到今
天，已成为“低价格”的代名词，薄利多销是生存
法则，庄行蜜梨或许根本不适合它。

事实上，庄行蜜梨也不是真的缺渠道。朱勇
立参与了不久前奉贤方面组织的产销对接会，也
带来不少上海市场上主流的优质经销商。 他发
现，尽管庄行蜜梨产量大，却仍不能满足经销商
需要。“稳定持续的供应量、 有保障的产品品质，

还有一定长度的账期，梨农都给不了。怎么谈合
作？”庄行蜜梨势必还要做大，即便冒着短期滞销
的风险，也要做大。

如今庄行有 831户梨农，其中耕种面积超过
50亩、相对大的农户只有 20多家，一起进入市场
时， 各有各的难。“只有进一步整合当地资源，让
大农户更大，才能最终实现抱团取暖。”朱勇立多
年观察上海嘉定马陆葡萄的“发家史”，眼看着对

方走出一条以大农户持续集聚资源，直到充分占
有市场并掌握话语权和议价权的路子。“今天的
马陆葡萄在国内的葡萄界也是有影响力的，但它
依然不出上海。因为它够本了，来不及卖到外地，

本地市场已全面消化。所以你敢说上海的市场不
够大吗？”

蒋国强持同样观点，他甚至已经复盘了一遍
庄行全镇的可耕地， 想好将来的蜜梨种植面积，

还能至少再扩容 5000亩。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
问题必须脱离庄行来回答。“翠冠”本是庄行从浙
江引进的品种。经过数十年发展，庄行蜜梨种植
面积扩张， 但比起浙江宁波原产地 2.5万亩的规
模还有差距。近年来，上海崇明后起直追，“翠冠”

种植面积甚至已突破 1万亩。不久前一家本地大
型中药企业要就近寻找蜜梨产区，合作生产梨膏
糖，庄行蜜梨本在种植品质、经验上有望胜出，却
最终因种植体量不够大，输给了崇明。蒋国强说：

“要做到一二三产融合， 就要想尽办法往农村引
资本。但对今天的庄行来说，一产是主要矛盾。不
把一产壮大，二产、三产怎么进得来？”

为了做大“一产”，过去的一个月，蒋国强和
他的同事们， 花大把时间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他
们设计定做三类礼盒：普通版、中端版、高端版。

三种盒子将随农民家的梨一并推向市场， 打出
“庄行蜜梨”统一招牌。

盒子有那么重要吗？蒋国强说，前两年梨农
卖梨曾在包装上吃过亏：“普通的纸板盒承重不
行，长途运输后梨碎了，到了客户手中，人家觉得
是梨不行。”今年的盒子以“一个成年人站上去压
不瘪”为标准，加大了承重，减少长途运输中挤压
碰撞几率。他们还机智地为盒子增加了便携的手
拎带，顾客或许就能多买几箱。董正富的米梨小
镇更讲究，从他的合作社售出的果子，还要在外
包装上加一个结实的帆布袋，“顾客拎着有面子，

还能反复使用。” 合作社要为此多支付每箱梨至
少 10元的包装成本。

再往深处想，盒子的意义更凸显。朱勇立跑
遍全国的果品产地， 走到哪儿都会提这样一条
建议：统一品种、统一种植、统一品控、统一营
销、统一包装、统一结算。统一，是为了减少不必
要的内部竞争，实现抱团，获得更强有力的市场
话语权。而统一的重要表征恰恰就是盒子。盒子
可以为品控服务，减少果实破损率；也可以为品
牌服务，加强市场辨识度。蒋国强已经打算好用
接下来几年时间，逐步推广盒子，让庄行的蜜梨
统一包装。

“这确实是政府最该做的。”在上海农业展览
馆展览科科长施燕萍看来， 农民本身是弱小的，

“你要他依靠自身，完成果品生产、采摘、收储流
程的标准化几乎不可能。就连大的合作社，其覆
盖范围也有限。这时，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能在产销过程中，带着老百姓集体成长。”

政府甚至还可以做更多，比如，给果农做集体
培训和种植指导；引导大农户先行升级技术装备，

走更高水平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而庄行似乎仍觉
不够， 他们正在申请建设一座容量超十万斤的冷
库，用于增加梨品的保鲜期，从而可以试验一下反
季节销售的效果。8月一到， 意味着 2019年的庄
行蜜梨就要进入“下市”倒计时。这一年留给人们
迎接变局的时间并不多， 甚至那些入市的探索与
尝试，还来不及在更大范围内激起浪花。但人们不
得不承认，庄行这片土地已经种下希望。

梨市变局荩荩荩

近年来，全国许多地方的
地产水果营销，都经历过艰难的
“去行政化、去人情化”过程。

“大丰收”前所未有，梨却卖不动

入市元年荩荩荩

市场渠道各不同，但对蜜
梨的收购、储存、包装、运输同样
严格，梨农得进入市场规则中。

3万斤翠玉梨被客人们抢购一空

市场容量荩荩荩

电商发展到今天，已成为
“低价格”的代名词，庄行蜜梨或
许根本不适合它。

平均一天消化50万斤才不算浪费

包装意义荩荩荩

统一是为了减少不必要
的内部竞争， 获得市场话语权，

统一的重要表征恰恰就是盒子。

三礼盒打响“庄行蜜梨”统一招牌

米梨小镇的工作人员对蜜梨进行精挑细选，分类包装。 （均 资料）

单个够 8两、卖相好的蜜梨被装入精品礼盒。

统一的礼盒包装让庄行蜜梨有更高市场辨识度。

“实”字当头，以整改实效取信于民（上接第 1版）相关督察专
项组及时转办， 并进行公
开督促、限期办结。松江区立即组织对该
点位开展综合环境治理专项行动，对经核
查存在问题的沿街 7 家商户提出责令整
改要求的同时，落实长效管理机制，对有
关的 22家餐饮店组织集中培训。 闵塔路
1751弄商业街综合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赢得了周边群众的赞誉。

生态环保督察不是“交差”，上海市生
态环境局系统在配合督察过程中，强化主

题教育，杜绝形式主义。有居民举报奉贤区
四团镇一家阀门厂将工业废水排向河道，

相关督察专项组一方面及时向奉贤区转办
该举报件， 查实该企业确实存在污水通过
雨水管排水的违法行为，对其依法罚款 11

万元，并要求其在 1日内封堵非法排污口；

另一方面专门组织对该投诉件的办理结果
进行复核验收， 杜绝交办件办理过程中的
形式主义问题，确保交办问题整改到位，切

实有效解决市民身边突出
的生态环境问题。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启动以来， 截至 8

月 5日，中央第一生态环保督察组交办上
海市的前 15批 994件举报件办理情况已
按时反馈并按要求向社会公开。 目前，上
海已累计责令 998家违法违规单位整改，

立案处罚 487家， 拟罚款金额 4634.88万
元，行政拘留 3人，刑事拘留 3人，以市民
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整改实效体现
主题教育成效。

创新思路方法，破解“留改拆”难题
（上接第 1版） 推进旧区改

造是市委、 市政府今年一项重点
工作， 市领导一直高度关注。下
午，应勇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陈寅一行来到相关地块， 冒着酷
暑实地察看，了解旧改推进情况。

虹口区 340、341 等六个街
坊兴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多为
小梁薄板结构。市领导沿着逼仄
的弄堂小道， 走进几户居民家
中。昏暗狭小的房屋内没有独立
厨卫设施，有些居民只能通过梯
子爬上爬下。静安区 257街坊是
静安剩余旧改地块中面积最大、

情况最复杂的地块之一。市领导
登高俯瞰，随后走进弄堂实地察
看。弄堂两侧是各式低矮破旧的
房屋，晾衣绳和各类电线、架空
线如蜘蛛网般密布。黄浦区 1街
坊、7街坊是风貌保护街坊，市领
导登高察看，成片砖红色屋顶的
里弄房屋映入眼帘。随后，市领
导走进地块内部， 进入居民家
中。 有的房间由于层高有限，居
民只能低头弯腰走路。 每到一
处， 应勇都主动与居民拉起家
常， 关切询问家庭和居住情况，

并祝愿大家的生活越过越好。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静
安区、虹口区、黄浦区分别汇报相
关地块改造方案。 应勇与大家一
同分析问题，研究后续推进举措。

应勇指出，推进旧区改造既
关乎民生改善和百姓福祉，也与
城市品质提升以及上海长远发
展密切相关。要按照市委、市政
府确定的工作目标，遵循“应留
的必须留，该改的全力改，当拆
的加快拆”的原则，加快推进今
年剩余旧区改造项目，加快无卫
生设施的各类老旧住房改造，全
力解决群众“拎马桶”问题，着力
改善群众居住条件。

应勇指出，破解旧区改造瓶
颈问题，要探索各种保护方式和
改造方式，进一步细化完善工作
方案，根据地块特点和性质强化
“一地一策”的研究，多渠道改善
居民居住条件，多途径保护城市
肌理， 切实传承好历史文脉，留
住城市记忆。要完善配套政策措
施，统筹运用各类资源，鼓励各
类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形成加快
推进旧改任务的合力。

全方位解读上海改革发展创新成果
（上接第 1版）节目还通过设置心愿亭、具有上海特色的红
色巴士、在黄浦江游轮上进行深度对谈等形式，深入基层
和城市生活，将上海的地域、文化特色融入其中，为观众献
上一场丰富的思想盛宴。

《思想的田野》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全国 33家
卫视共同拍摄制作的大型电视理论节目， 旨在以通俗、丰
富的形式，展现各地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生动实践和发生的深刻变化， 向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献礼。

《思想的田野》上海篇既为观众生动展现了上海开放、

创新、包容的鲜明品格，更是对上海改革发展成果的一次
全方位解读和呈现。展现了最强光、蓝天梦、创新药、中国
芯、智能造等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和亮点。为了完成小朋
友寻找超级放大镜的心愿，节目特别邀请中国科学院上海
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邓海啸，带领“梦想特派员”参观上
海先进的超级放大镜“上海光源”，深入了解大科学装置，

揭示大科学装置的创新性、重要性，以及它对各重点科学
领域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国内唯一的载人航天对接机构总
装组组长、上海航天八院首席技师王曙群来到现场，通过
对一组数据的生动解读，形象展示了航天器科研创新取得
的重大进步和成果。

为了更好地了解市民的心愿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思想的田野》 上海篇在拍摄前， 在浦江两岸设置了心愿
亭。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节目组收集到了涵盖自主创业、

科技创新、城市管理、人才引进等各方面的群众心愿，这些
心愿和问题既带有上海的城市特色，又与城市中每个人的
生活息息相关。

“垃圾分类”在游戏中边玩边学
ChinaJoy举办期间天气热人流量大，但展会环境整洁
本报讯 （记者 张熠）昨天落幕的第

十七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Joy）， 四天累计接待观众 36.47 万
人次。炎热的气温、庞大的人流量、排成长
龙的游戏体验队伍，成为玩家对展会的第
一印象。 另一种印象是整洁的展会环境。

有一幕颇具反差感的画面曾被摄影师抓
拍下来：在干湿垃圾桶前，扮成游戏人物
的女孩子，半蹲着身子，细心研究垃圾分
类的方法。对每个人而言，垃圾分类是一
件随手可为之的“小事”，但一个文明的展
会离不开这些细节。

据统计，ChinaJoy期间，平均每天有近
10万人次观众汇聚在新国际博览中心的
展馆中， 平均每位观众的停留时间约为
3—5小时。 高客流长时间在馆内停驻，对
展馆的接待能力提出了不小的考验。“展
会早上就开馆，不少逛得久的游戏迷会选择在场馆中解
决午饭，做好垃圾分类相当重要。”展会负责人表示。

“垃圾分类”的细节藏在场馆的各个角落。展馆的墙
壁上贴着上海垃圾分类政策的说明条例，方便外地观众
比照、学习。在餐饮区，商家也备好了干湿垃圾桶，方便
大家投递生活垃圾。“垃圾分类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只要稍微花点心思了解就能弄明白。” 来自浙江的游戏
爱好者小陈说， 对于上海的垃圾分类举措早就有所耳
闻，逛展前也提前做了功课，“大家有责任共同把展会环
境维护好。”

有意思的是，与 ChinaJoy的游戏气质相契合，一款
简单有趣的垃圾分类小游戏 《垃圾大作战 》 也在
“ChinaJoy俱乐部”公众号上线了。游戏的“分类知识”板
块，以图片形式列出了常见垃圾所属的类别，还详细注
明了判断垃圾类型的小技巧以及垃圾分类时的注意事
项。“互动游戏” 板块专门考虑展会的特点进行设计，开
始游戏后， 上方的传送带会送来 30件展览中常见的垃

圾，如吃剩的饼干、手机充电线、角色扮演用的假发和衣
服、用于防暑的折扇等；下方则是有害垃圾、可回收垃
圾、干垃圾和湿垃圾四个垃圾桶，玩家需要在有限的时
间内将垃圾正确分类。“每年的 ChinaJoy都有大量外地
游客， 设计这款游戏既是为了推广垃圾分类的相关常
识，也是为了给大家补补课，帮助他们在上海期间完成
垃圾分类。”主办方表示。

不少游戏展商也以垃圾分类为主题推出了相关活
动。腾讯游戏展区有一款双屏互动一体机，玩家可以在
机器上体验垃圾分类小游戏， 盖章换取相关纪念品。网
易游戏的《遇见逆水寒》游戏展台，开展了“大宋拾荒女
孩———我在 ChinaJoy捡垃圾”活动，玩家们在规定时间
内将会场里捡到的垃圾带到展台并正确分类后，就可以
获得游戏周边奖励。“边玩边学新的垃圾分类知识，还能
拿喜欢的游戏周边， 这个活动蛮吸引我们的。”“00后”

游戏玩家孙旎说，“文明逛展，既体现在大家井然有序地
排队，也体现在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ChinaJoy展会每个场馆外均设有干垃圾和可回收垃圾桶。蒋迪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