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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 一周动态

申通快递在沪

被撤著名商标称号

3月10日， 吉祥航空

HO1253航班在执飞上海

至北京过程中， 货舱烟雾

警告装置被触发，飞机紧急备降。经

中航协查明， 该航班有一由申通加

盟公司揽收件内含腐蚀性、 易燃化

学品“二乙胺基三氟化硫”，但货运

单上的货物品名为“标书、鞋子、连

接线和轴承”，目前“申通STO”被

撤销上海市著名商标称号, 申通的

货运代理资质也被撤销。

微点评： 申通所属加盟企业

违规承揽危险品快递业务，危及

民航安全， 申通理应付出代价。

申通需大力整改， 加强安全检

查，否则，后果会更为严重。

去年网购

90

后下单最爽快

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CNNIC发布了

《2013年中国网络购物

市场研究报告》， 报告

显示，网购交易额在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占比越来越

高， 网购用户相较于网民的渗透率

高达48.9%。 从年龄代际方面来看，

90后拥有较好的网购习惯， 是电商

企业重点培育的对象。表现为：90后

对购物网站的浏览量不高， 但是订

单转化率较高；90后对手机购物的

接受程度最高。

微点评：随着智能手机的普

及以及购物体验的改善， 手机

网络购物将成为一种流行时

尚。 加大对

90

后新生代用户的

培养力度就是可以提高购物网

站的后备力量， 把握住年龄代

际更替的机遇。网购未来，还看

90

后，还看年轻人。

鞋类电商乐淘

陷“卖身”传闻

鞋类B2C网站乐淘

已在行业沉寂许久。日

前一则传闻让乐淘再次

出现在业界视野， 称乐

淘将被出售，乐淘CEO

毕胜已带领原乐淘团队

出来创业。坊间传闻称，收购乐淘的

是前乐淘员工———原主管运营的副

总裁，微信朋友圈更有段子称，“一

家公司要倒闭， 美女舍不得离开同

事们，舍不得离开公司，就让她爸把

公司收了。”

微点评：乐淘从高峰到低谷

的命运让人感叹不已， 这则乐

淘命运走向的传闻更牵动业界

神经 。不过 ，毕胜对此表示 ，这

些都是娱乐八卦。 他称乐淘总

部在北京，依然在正常运营。其

实，在

PC

互联网红利消失，天猫

京东等大型

B2C

崛起背景下，乐

淘要获得良性发展， 转型升级

已成必然趋势。

（据新浪科技、腾讯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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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顶“大甘露”

革新蒙顶山茶

传统产业格局

“蒙之大者， 甘露也”。 蒙顶

“大甘露” 由四川省茶艺术研究会

联合川农大研制而成， 成都宽和茶

业有限公司出品。“大甘露” 的问

世， 是对蒙顶山茶的传统产业格局

的一次革新，蒙顶“大甘露”由一芽

二叶初展精制而成 ， 以大胆开

创———传统理念的工艺革新、 甘爽

浓郁———绝佳口感的特殊香型、露

出蒙顶———源自蒙山的高山原料，

而受到市场热捧。万茶之始，蒙山是

源；蒙茶之上，甘露为大。何修武作

为蒙顶“大甘露”时代的开创者说，

这款茶的消费定位是大众消费，更

加符合如今日趋理性的消费观念。

众所周知， 好的甘露一定是老茶树

做出来的，蒙顶“大甘露”使用高海

拔窝子茶，从鲜叶的内含物质来说，

制作“大甘露”的原料因为生长时

间更加充足， 内含物质也会更加丰

富，制作的茶叶口感也更加醇厚。

蒙顶大甘露网络销售代理：买

够网 （mygo.chengdu.cn）， 咨询热

线：028－86626666。

深山贫困村 试水电商

苍溪县岫云村联手买够网等推出土特产扶贫计划，一天拿到55万元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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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传统商家蜂拥微信商城

卖多少不重要

先占个地盘

一年一万

“打包”一家农户全部收成

4月19日，一场名为“远山结亲·以购代捐”

的爱心认购行动在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启动。

该行动由省扶贫移民局、 省扶贫基金会联合成

都商报买够网、苍溪县共同举办。计划在成都招

募1000个家庭或企业与岫云村及周边1000家贫

困农户“结对认亲”，认购农户一年所生产的原

生态农产品。

点子是岫云村党支部书记李君想出来的。

李君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以购代捐” 行动

实际上是为了帮扶农村留守老人，让他们能够用

劳动换取一定的收入，也赢得生活的尊严。每个

家庭或企业出1万元，就可以与一户农村老人“结

亲”，认购其1年的原生态农产品———大米、菜油、

鸡蛋、鸭蛋、鸡鸭猪羊、水果等。

李君还牵头成立了苍溪县岫云生态农产品

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对农户的产品采取统一品

牌、统一包装、统一营销、统一生产方式、分散种、

养的“四统一分”模式管理，“一户一个生产点，

全村就是一个绿色食品加工厂。”此次“以购代

捐”行动，该合作社拿到了55.6万元订单。

联手电商

村里的土特产卖出好价钱

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距离苍溪县城约50公

里，这里山清水秀，村民们用最传统的方式生产，

出产的农产品全是原生态的，跑山鸡、山坡羊、生

态猪、纯香压榨菜籽油等天然安全食品。

但岫云村人均仅0.6亩土地，400多个壮劳

动力外出务工， 留在村里的几乎都是老人。由

于远离城市，农产品卖不到好价钱，有时根本

卖不出去。

李君想到了利用互联网销售农家土特产，于

是，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淘宝店陆续推出，土

特产扶贫计划也实施起来。目前，全村留守在家

中尚能生产的老人有186位，根据已下的订单，今

年，每人平均增收约3000元。

以购代捐

受助者有尊严，捐赠者有回报

“我们公司认购了10户10万元，我对认购的

农产品没什么具体要求，生态米、年猪、羊子等都

可以接受。” 成都袁记串串香餐饮管理公司参与

了此次爱心认购， 公司负责人袁毅说，“以购代

捐” 模式实现了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升级，

让受助者有尊严，让捐赠者有回报，既传递了慈

善正能量，又带来了健康新生活。

省扶贫移民局国际合作与社会扶贫处处长

王正洪则表示，“以购代捐” 行动既能激发农村

留守老人自力更生发展原生态农产品的积极性，

又能破解城里人难以吃上放心食品的难题，比传

统的无偿式捐赠帮扶更有积极意义。

成都商报记者 王可然

从年薪18万到1万元

做事干练利索、说话快人快语的李君，今年

才29岁。6年前，他是成都一家公司的副总，年薪

18万元；现在，他是有着6年基层经验的岫云村党

支部书记，年薪10800元。

谈及自己的选择， 李君说，“太阳山下是我

家。小时候走路上学，足足要一个小时才能从山

脚爬到山顶，累到半死，那时就想，总有一天我会

回来，修好这条路。”

硬化村道路是李君当选村支书后干的第一

件事，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表。

缺少项目启动资金怎么办？李君去华西村，去

宝山村，去大寨村寻求资金方面的支持，最终宝山

村给予岫云村10万元资金支持。 加上李君从当地

一位企业家处争取到了资金支持，修路的钱凑齐

了。如今，长7公里宽4米的水泥路，给岫云村人加

快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从土鸡蛋到土特产

岫云村地处偏远，没有矿藏，没有旅游资源，

靠什么带动群众致富？

一天，成都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他，“我儿子吃

了你家的土鸡蛋就再不吃超市的蛋了！还有这样

的鸡蛋不，多贵我都买！”朋友的这个电话终于让

李君找到了产业发展突破点———岫云人家家户

户都用传统方法饲养土鸡， 它们放养在山野间，

喝山泉，吃青草，发展土鸡产业十分可观。

李君成立了岫云村土鸡合作社，注册了“秀

云”品牌，与全村298户土鸡养殖户签订单，利用在

成都读大学和工作时积淀的人脉， 把特色资源介

绍给成都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 当地土鸡蛋进入

了城市的高端市场。

李君不满足于土鸡蛋上的成绩，他看到了岫

云村满山的绿色产品和生态畜禽，那可是城市人

眼里的宝。于是他启动了“远山结亲·以购代捐”

计划：在成都招募1000个家庭或企业与岫云村及

周边1000家贫困农户和留守老人 “结对认亲”，

认购农户一年所生产的原生态农产品。

而如何将这些生态产品宣传出去？除了利用

自身的人脉资源外，李君还在成都请了专业的营

销团队， 通过电子商务模式推销自己的产品，在

微博、微信上大力宣传，和一些电子商务网站合

作推广产品……

“我们希望与买够网深度合作，把更多绿色

土特产推荐给成都的市民。我们的农产品销售到

成都之后， 希望借助买够网的成熟物流体系，解

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李君说。

与买够网深度合作

岫云村土特产上成都餐桌

全微科技总经理张大涛表示，目前成都传

统企业都在尝试微信营销，甚至开微信商城。

“这是一个标配，必须要去做的。”不过张大涛

对记者表示，目前对于传统企业来说，已经从最早

期的媒体运营阶段进入到内容运营阶段，“比如开

微商城等，但

90%

的成都微信运营者，还是把微信

当作媒体来运营”，“错误”地定义了微信。

不少商家也有疑问，目前蜂拥而上开微商

城， 是不是跟风？ 或者存在过剩的可能性。对

此，张大涛表示，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移动用户快速增长，蜂拥而上也是移动时代的

特征，关键是如何运营。

指尖互动负责人也对成都商报记者表示，

“在没有充分认识到企业需求之前，不要尝试微

信营销，尤其是粉丝只有几千人情况下，轻易营

销反而适得其反。”

一家不愿具名的成都传统企业相关人士对

记者表示，“虽然企业非常重视微信营销，但投资

成本与开网店相比，其实并不多。”

那么，一家女装公司要在天猫和微信上分别

开一个店，“傍”平台的成本是多少呢？据成都商

报记者了解，天猫需要的成本为，保证金5万元+

技术服务费年费6万元+技术服务费费率5%；而

微信商城需要的成本大概为，保证金2万元，认证

费300元，此外微信收取0.6%的支付费。

此外，“网店需要技术开发和日常的增值服

务，这个每年大概最少也要5000元”，而微信商城

虽并不收费，不过如果微信商城采取向网店一样

托管运营的话，价格并不低。成都四平软件负责

人对成都商报记者表示， 根据客户需求不同，价

格从数千到数万不等。

不过，全微科技总经理张大涛对成都商报记

者表示，在微信上开发商城也并不便宜，因为结

合了电商和社交，竞争激烈，成本目前是最高的

时候，“传统企业不要妄想微信四两拨千金的效

果，黄金时间已经过去了，时间成本增加了。以前

可能花1000元，能达到2000元效果，现在只达到

1200元效果”。

成都商报记者 席大伟

声音：90%成都企业“错误”定义微信

3月27日，四川最大的豆腐干生产企业香香嘴

微信公众号发出了一个“包邮，手撕素肉，散装小

包装豆腐干”的文章，点击该文章发现，购买可以

使用微信支付。 香香嘴相关负责人昨日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 这是其第一条用微信支付可以完成购

买的信息，标志着香香嘴正式进入微信营销时代。

据该人士介绍，香香嘴年销售收入10亿元左

右， 目前网络购买量还不到500万元，“微信是一

个庞大的移动销售渠道，对于我们的营销转型是

非常重要的渠道，所以我们很早就申请了微信公

众号，成为成都最早的微信商城商家”。“我们将

通过把二维码印到包装上等方式，进行微信商城

的宣传”，该人士表示，移动互联网时代，如果传

统企业不重视肯定会死。

新希望乳业也开通了微信商城，目前有在线

预订、积分兑换等功能，给新希望乳业做技术支

持的一家企业对记者表示，该平台一半具有社交

属性，一半具有电商功能，可以随时随地连接消

费者。成都保萨帝诺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蔡先生

主要经营鞋类，日前也开发了一家名为“路宁旗

舰店”的微信商城，不过目前投入并不多，产品也

不丰富，蔡先生坦言，主要看重未来。

此外， 如 “百世兴酒鬼花生”、“廖记棒棒

鸡”、“乐优礼品”、“卓蓝雅微商城”等也开了微

店，不过支付体系还需转接于支付宝。此前，开通

微信支付的企业仅限于试运行的太平洋咖啡、七

天连锁、易迅网等。据腾讯相关人士介绍，暂不公

布公众号申请微信支付的数据。

商家：“传统企业不重视肯定会死”

成本：“投资成本”不高“时间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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