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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是橙子，品的是人生。”
“吃过褚橙后，再吃其他的都没有
味道了……”10年耕耘，3年口碑，
一个小小的褚橙，已在成都赢得
了越来越多市民的青睐。

“很多人都以为褚橙卖得贵，
是靠炒作褚老75岁再创业的励志
故事，其实真的不是这样，褚橙就
是一分钱一分货。”买够网产品经
理易难介绍：褚橙之所以有这样
纯粹而迷人的甜酸口感，全靠十
多年间，褚时健带领200多人的团

队，日日夜夜对每一颗橙子的精
心培育护理。按照褚老的要求，每
棵树每个月都要修枝剪枝，让阳
光可以从每个角度都能照到每棵
橙子，一棵树从生长到结果，几乎
要砍掉三分之一的枝叶，这样一
棵在盛果期原本能结400颗果子的
橙树，一年下来只能结240～250
颗，但颗颗都是吸收了充足的阳
光、山泉水和有机肥料，使甜橙充
分地吸收大自然精华、累积糖分，
才有这样最惊艳的口感。

一年覆盖6000余村点
改变农村生态正当时

阿里巴巴去年正式启动“千县万
村”计划，并承诺三年内拿出100亿，
在中国1000个县、10万个村子建立农
村电子商务体系。

吴敏芝介绍，对于整个农村战略，
阿里巴巴更多是用公益的心态去做一
项民生工程。“中国有7亿农民，50多万
个行政村，为这样一个群体实实在在
地去做点事情，是不容易的，也是最有
意义的。过去的一年，平均每一天，都
有将近200个乡村有农村淘宝服务站
开业，通过网线，不仅能够让村民和这
个世界多一些连接，更能提高农民生
活水准，帮助当地经济增长。”

吴敏芝表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希望返乡创业，目前农村淘宝合伙人
的招募比例已经达到了1比几十，已经
接近公务员考试的录取比例。“目前全
国收入过万的合伙人已经有10多个，
5000元以上的合伙人比率接近10%。全
国平均值接近3000元。我们希望可以
给这些年轻人一个舞台，只要他们有
愿意服务农村的冲动，有经销的头脑
和眼光，我们就可以为他们搭好桥梁，
一头服务好农村，一头服务好城市。”

在农村淘宝和这些合伙人的努力
下，越来越多的农村人享受到价廉物
美的商品，村里大妈用上了美宝莲，村
里大爷穿上了超大码皮鞋。浙江临安
更楼村，每天午后向乡亲们介绍家用
电器已经成为农村淘宝合伙人徐洋生
活的一部分，而在这个小村庄，有过网
购体验的村民已经达到了70%。

被改变的还有农村生态，在发布
会前的“村庄里的中国”深度影像展
上，11位国内顶尖摄影师在农村的角
角落落发现了农村淘宝的印迹——关
心留守儿童的亲情服务点、村里大妈
参加广场舞大赛、午夜灯火通明的服
务站……这些照片，连阿里巴巴董事
局主席马云都表示：200年以后看，这
些记录会很了不起。

双十一线上线下互动
推村淘APP帮村民抢好货

首次参加双十一，对于农村淘宝

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意义不在于
GMV，而是能够通过双十一这样的大
促，更好地营造农村消费的氛围，唤起
整个社会对农村电商的关注。

阿里巴巴副总裁、农村淘宝事业部
总经理孙利军介绍，农村淘宝组织了一
大批在农村有切实需求的商品作为爆
品，在线上线下进行互动预热。“双11当
天在农村淘宝网上呈现的商品会分成
三个层次，其中前两个层次的商品都会
在线上线下互动预热，第三个层次的商
品会以高性价比在网上呈现。比如第一
个层次是极致单品，也是双11当天主推
的商品，共34款，样品要先下到县运营
中心，让合伙人过来挑选一部分于大促
当天在服务站展示出来，让村民看得到
摸得着，更放心购物。”

目前，各地的农村淘宝服务站已
经贴出了各种预售商品信息，还有在
镇上穿梭的双十一广告车。“全球好货
来村口、便宜实惠啥都有”——这句标
语，让村民们期待着双十一的到来。

“在农村淘宝618年中大促时，很多村
民在服务站熬到凌晨抢购商品，家电
类目24小时就销售12000多台大家电，
按当时的村点数量来说，平均每个村
点10余台。”孙利军表示，为了方便村
民抢购双十一爆品，农村淘宝还特意
推出了村淘APP，村民可以通过合伙
人引导下载。据了解，该客户端有两个
功能，一是把村民和农村淘宝合伙人
连接在一起，让没有银行卡不能绑定
支付宝的村民也可以方便网购。二是
所有爆款商品的活动页面会同步到手
机上来，让村民主动获悉促销信息，也
方便农村淘宝合伙人坐在家里就可以
通过APP和村民实时沟通，协助村民
选购心仪的商品。

孙利军透露，未来3年要培养20万农
村青年回家创业，通过农村淘宝搭建县村
两级服务网络，充分发挥电子商务优势，
实现“网货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
流通功能，加速城乡一体化，为实现现代
化、智能化的“智慧农村”积基树本。“下
一步，农村淘宝要依托阿里巴巴大平台
的优势，实现全景落地项目。阿里旅行、
阿里健康、阿里通讯、特色中国、1688、蚂
蚁金服等阿里旗下17个事业部，只要能
够在农村为农民服务的，通过农村淘宝
这个航空母舰的大平台落地。”

预
售

北川县农村淘宝村点

村淘合伙人张禹和伙伴给一打算
通过淘宝买轿车的村民介绍相关
品牌轿车

阿克苏冰糖心苹果
今日开启全国预售

成都商报买够网联合新疆大晨报、华商报、楚天都市报、重庆日报等30余家主
流媒体的电商平台推荐来自新疆基地直供的阿克苏冰糖心苹果

经过霜冻的苹果才更甜
“冰糖心”，真的有冰糖吗？阿克苏红旗坡

苹果的“冰糖心”是果实在成熟后，由于气温
下降，使果内的糖分在果核部分积聚，形成糖
心，这也是由于新疆当地温差大导致的。而带
着糖心的苹果采摘下来后，随着周围温度的
变化，糖心有可能发生分解，所以有的苹果能
看见糖心，有的就看不见糖心。

通常情况下，阿克苏红旗坡冰糖心苹
果要等霜冻降临形成冰糖心后才能采摘。
但随着阿克苏红旗坡冰糖心苹果声名的远
播，还未到采摘时间，全国经销商包括电商
都已陆续赶到，蹲守在红旗坡，等待抢购阿
克苏红旗坡冰糖心苹果。
在买够网买阿克苏苹果有优势

阿克苏红旗坡冰糖心苹果全国知名，
但消费者怎样才能保证买到手的真正就是
阿克苏红旗坡冰糖心苹果呢？成都商报买
够网产品经理罗扬表示：媒体在选择商品
时必须真正到源头去采购，也不会拿不好
的果子销售给消费者，这样做将有损媒体
形象；同时媒体在帮助企业宣传推广产品
的同时，也是在帮助消费者吃到更好更正
宗的阿克苏红旗坡冰糖心苹果。

“成都市场也有阿克苏糖心苹果，一斤卖
到十五六块钱。”在成都工作的新疆姑娘熊婉
婷说，她买来吃过，但是跟在家乡时经常吃的
红旗坡冰糖心苹果味道有差异，“实在是想吃
红旗坡冰糖心苹果了，只有托家乡亲戚朋友
帮着买，今年就不用麻烦他们啦！” （余兰）

“励志老人”10年心血 褚橙持续热销中

褚橙优级装
规格：10斤
买够价：148元

褚橙特级装
规格：10斤
买够价：168元

产品咨询热线：
028-86626666

预售

快速增长一年开拓6000多村点
几十万农民将首次参与双十一
农村淘宝双十一战略发布会透露阿里农村战略未来目标

德阳一网络公司：
愿资助学费提供工作
被少年拒绝

近日，成都商报报道了14
岁少年黑客小浩，凭借一年的
自学，小浩成了同学间流传的

“黑客高手”，父母反对声中，
穿梭于350个黑客群。昨日上
午，德阳一家网络科技公司技
术部孙先生向成都商报打来
电话，表示对小浩很感兴趣，
希望能够培养小浩成长，负担
其部分学费杂费，日后到其公
司上班。

孙先生电话中透露，所在
公 司 老 总 对 小 浩 也 很 感 兴
趣，“我们希望可以和小浩父
母谈一些问题，以后各方面
的学习费用、生活费用都可
以帮一些忙，以及一些其他
的计算机职业专业技术的培
养，甚至以后到深圳学习更
专业的技术。”孙先生说，前
提是与其公司签订协议，“培
养出来，毕业后到我们公司
工作，起码工作五年吧，五年
后自己不满意再跳槽都好。”
孙先生表示，自己是德阳一
家网络科技公司，主要负责
游戏研发和游戏运营。总公
司在深圳，德阳是分公司，以
后可能也会迁往成都。“以前
我 们 也 做 过 类 似 的 人 才 培
养。”至于工资薪水，孙先生
说 现 在 谈 薪 水 都 还 为 时 过
早。“毕竟培养出来，孩子情
况都还不晓得，主要还是看
他的专业技术，如果专业技
术确实是上乘，一个月拿一、
两万没问题。”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也将
此情况反映给了小浩本人，小
浩表示初步构想不太愿意去，

“毕业后要工作五年，现在一切
都还是未知数，五年时间对我
而言变数太大，所以初步打算
不去。”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管理部门
回应：

郫县团结镇人
民政府相关工作人
员：已经与业务部
门郫县交通局沟
通，相关广告已经
拆除。

郫县交通局运
输科纪科长：这次
的广告不符合广告
发布流程，没有经
过郫县交通局和使
用单位同意，属于
非法广告。

走出郫县四川传媒学院的校门，不到10米距离，就是团结镇公交站
台。该站台的310路、360路和718路公交车，可以通往茶店子公交站、郫
县客运站以及九里堤公交站。除了本校的学生，附近四川工商学院、四川
科技职业学院的学生都习惯在此乘坐公交车。

然而，最近公交站台上大大的海报广告却让学生反感，广告很醒目：
KTV招聘兼职女生、酒水促销员数名，要求限女性形象气质佳，月薪保底
工资可达6000元，广告配图是一名穿着暴露的女性。昨天下午，得知情
况的郫县交通局已将广告拆除，并认定该广告属非法广告。

两名14岁少年 攻破网吧
管理系统免费上网 追踪

阿克苏红旗坡冰糖心苹果中果
（果径85mm-90mm）
规格：5公斤装
买够价：99元
阿克苏红旗坡冰糖心苹果大果
（果径90mm以上）
规格：3公斤装
买够价：158元

想吃到正宗的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吗？今年，成都商报买够网联合新
疆大晨报、华商报、楚天都市报、重庆日报等全国30余家媒体的电商平
台直采，从新疆阿克苏红旗坡农场预订到5万箱阿克苏红旗坡冰糖心苹
果，总共约250多吨，从今日起开启预售，首批预计十一月中旬发货。

学生反映：
高校门外有不雅海报广告

“作为一名大学生，（以前）每次看到
这种海报都是在街头巷尾隐秘地方。现在
这么明目张胆，的确给很多迷茫兼职工作
的大学生产生了一种不利于正确引导的
示范。”10月26日，一名郫县团结镇高校大
学生向共青团成都市委员会官方微博“成
都共青团”发去私信，表达了在校门口等
候公交车时，居然在公交站台看到不雅海
报广告的苦恼。该学生提供的图片上KTV
兼职女生有大大的字样，配图女性衣着暴
露。随后，共青团成都市委员会将情况向
成都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官方微博

“成都服务”反映。

记者走访：
三所高校周围站台 都有这广告

昨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位于郫
县团结镇的四川传媒学院，与学校相隔不
到10米的团结镇公交站非常明显，正值中
午，不少学生在此站台等候公交车。

站台广告上醒目写着：KTV招聘兼职
女生。酒水促销员数名，要求限女性，形象
气质佳。工资待遇优厚，当天结算工资，月
薪可达6000元以上。上班时间晚上7点到
12点。此外，在站台斜对面马路通往相反
方向的团结镇公交站台、四川传媒学院另
外一个校门口的公交站台也是同一广告。

“我也说不好这个广告有好久了，但

终归不太好，感觉好俗嘛！”附近商家也不
赞成。四川工商学院大三学生小雨和同学
小娇（化名）经常乘坐公交车，“我们附近
三所高校的学生，都是在这里坐公交车。
这个招牌确实很不好，看起来很俗。”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拨通了广告上一
户KTV商家的电话，对方表示：“没有啥子
要求，直接来就是。”记者进一步询问工作
内容，对方不愿意回答，只是说“要咨询来
店里面”。

郫县交通局：
属于非法广告，已经拆除

昨日，四川传媒学院宣传部副部长孙
部长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近来听说过
此事，但还没接到校内学生投诉。”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向郫县团结镇
人民政府反映相关情况。下午4时许，郫县团
结镇人民政府相关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表示
已经与业务部门郫县交通局沟通，相关广告
已经拆除。随后，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郫县
交通局运输科纪科长，他表示，“相关广告已
经处理。通过调查了解到，这样的广告是私
自打上去的，属于非法广告。”

纪科长表示，在此前修建公交站台
时，郫县交通局依据BOT合作模式，与广
告公司签订协议，广告公司修建公交站台
并获得站台广告使用权，在使用年限到期
后产权归回郫县交通局。“这次的广告不
符合广告发布流程，没有经过交通局和使
用单位同意，属于非法广告。”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摄影报道

10月27日，眉山市彭山区公安分局通
报，该局破获某上市公司旗下某生物科技
公司员工系列商业贿赂案，涉案超过200
余万元，移送起诉犯罪嫌疑人14人，该公
司厂长牛浩浩（化名）一审因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从彭山区公安分局提供牛浩浩的忏
悔书来看，如果不是因为受贿，出生于
1980年的他是某上市公司的未来之星。
牛浩浩家中无权、无钱，一步一步全靠自
己打拼。他的成长史十分励志：17岁那
年，高中文化的他走出学校进入企业，从

一般工人到车间主任；14年后，31岁的他
已是主掌四川某上市公司下属企业的厂
长、一把手，年薪超十万，众多供应商对
其趋之若鹜。

上任伊始，牛浩浩也有自己的抱负和
实施的制度，影响了部分供应商的利润，
于是，众多供应商对其趋之若鹜，牛浩浩
开始出席于各种供应商组织的饭局、聚会
等。2012年，一位煤老板走进牛浩浩的办
公室，以交朋友的名义奉上一枚上万元的
红包，一番推迟后，牛浩浩收入囊中。彭山
区公安分局通报，之后，牛浩浩“除了清明

节不收，其他节假日都要收，金额从几千
到上万元不等。”三年多来，他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多次收受供应商共计20余万元的
好处费，直到2015年落马。

2014年12月，觉得原料价格偏高等，
该上市公司对牛浩浩所在公司抽检后报
案，彭山警方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后查明，
一些煤炭、玉米等原料供应商，向该生物
科技公司生产环节、岗位的20余人行贿，
内外人员相互勾结，导致公司蒙受重大经
济损失。

目前，涉嫌行贿的5名供应商均被采

取强制措施，牛浩浩等10余人一审被判缓
刑至有期徒刑五年不等，该案仍在进一步
侦查之中。

成为阶下囚后，牛浩浩写下五页忏
悔书，除了回顾自己在公司的经历，还
就自己的经历对公司给出十一点建议。

“他甚至连公司的债务、款项等问题都
一一安排，不难看出，他确实是个不可
多得的管理人才。”多次查看忏悔书的
彭山区公安分局负责此案的负责人感
叹：可惜，太晚了。

张怀安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生财有“道”：清明不收红包，其他节日都收
彭山通报一起商业贿赂案，80后小伙打拼14年成企业厂长，因受贿20余万元获刑

国家有关方面提出要部署加快
发展农村电商，通过壮大新业态促
消费惠民生；确定促进快递业发展
的措施，培育现代服务业新增长点。

与此呼应的是，阿里巴巴农村
淘宝自去年10月在浙江桐庐开出
第一个农村淘宝服务站后，一年内
已覆盖全国27个省6000多个村，
发展了近万名返乡青年成为农村
淘宝合伙人。今年，这6000多村点
覆盖的几十万村民将首次参与到
阿里巴巴的双十一狂欢中来。

昨天下午，阿里巴巴农村淘宝
在浙江美术馆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发布会，发布会以“村庄里的中
国”深度影像展作为开幕。随后，阿
里巴巴资深副总裁、B2B事业群总
裁吴敏芝、阿里巴巴副总裁、农村淘
宝事业部总经理孙利军，阐述了作
为阿里巴巴未来三大战略之一的农
村战略在一年内的发展情况和未来
的模式。

高校附近的公交站台，竟然出现KTV招夜场兼职女生的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