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邱的蔬菜店是一个仅有十
三四平方米的小门面。摆放蔬菜
后，两条过道仅能容一人通过。店
面狭小，装修老旧，看起来和一般
小蔬菜店没啥两样。然而，当老邱
打开电脑，系统里却有2027名会
员。“这些会员都是从6年前到现在
的累计会员，都曾有过充值记录。”

这些会员大多住在附近小
区。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调查老邱
蔬菜店半径500米范围内的4个
小区，4个小区的户数分别为689
户，403 户，1800 余户及30 户，总
户数才2900余户。

除了老邱的蔬菜店外，香木
林路还有一家蔬菜店，300 米外
还有一家大型菜市场，只不过隔

着二环路。
一般来说，由于每天所需，方

便是大家买菜点选择的第一考虑，
此外也有价格、品种齐全等因素考
量。而办理会员卡先充值再消费，
则基本上可以肯定是附近居民。即
便如老邱所说“2027张会员卡是6
年来的累计数字，很多住户之前办
了卡，之后又搬家了，新的住户搬
进来，又办了卡”，哪怕6年里2900
户全换了一遍，其附近居民数与会
员数的比例仍然非常高。

一个小蔬菜店拥有如此多的
会员，是如何做到的呢？老邱说自
己也没刻意去总结。在断断续续
的采访中，他给成都商报记者讲
了几个片断……

本届樱花节上，广大游客能品
鉴和购买到通过“蓉欧快铁”运送
回来的多种原装进口的欧洲商品，
如德国的啤酒、波兰的饼干、丹麦
的奶制品等。同时，还有欧洲风情
表演供您欣赏。更重要的是，能以
完全的“平价”购买方便快捷的欧
洲直达商品，且品质有保障。

“在成都家门口买到最正宗的
欧洲产品就来青白江。”组委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伴随着生活品质的提
高，却是实实在在的低价。饼干、曲
奇低至每包10元，而在进口商品超
市动辄三十几块钱的气泡矿泉水，
在这里也仅需15元钱。据工作人员
介绍，除了酒类，还有来自波兰的各
种口味的果汁、果茶以及气泡矿泉
水等特色商品供大家品尝、选购。

“拿此次要进行销售的300g柏

根黄油小熊饼来说，在樱花节的售
价为 12 元/盒，但市面上任何渠道
购买同类商品都在 30 元左右。”供
货商丰和汇全球采购平台工作人
员介绍。再比如，德国的比特博格
啤酒，5L装现场售价为100元，而一
号店的售价为 199 元，天猫超市的
售价则为126元。

据了解，目前凤凰湖园区内的樱
花树已经打了花骨朵，最佳赏花期在
3月中下旬。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摄影记者 张士博

责编 邵洲波 美编 帅才 校对 张德顺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要闻 05
2016年3月10日

星期四

作为本届樱花节的重头活动，“蓉
欧快铁·欧洲生活品鉴展”将在樱花节
期间持续呈现，现场琳琅满目的欧洲原
装进口商品，将以最优良的品质和最实
惠的价格，等待市民的体验和购买。

“蓉欧快铁”是成都国际铁路港重
要的国际物流大通道，目前中国西部
已实现了青白江国际铁路港与欧洲无
缝链接的双向沟通交流。随着“蓉欧+”
战略的深入实施，加快建设成都国际
铁路港“一个枢纽”，拓展国际国内物
流“两张网络”，推动物流、制造、服务

“三业并举”，做强“四大支撑”，给广大
市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优惠和便
利。前不久，成都铁路保税物流中心（B
型）获批，成都被国务院设为12个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今年还将加快
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建设，大力发
展跨境贸易，根据市场需求组织进出

口货物，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多样、更实
惠的欧洲商品。

本届樱花节特别以欧洲元素为主
题，在哥特广场区域举办“蓉欧班列·欧
洲生活品鉴展”。现场以欧式橱窗、洋人
街下午茶、浪漫马灯、红酒庄园、梦幻风

车、胡桃匣子童话镇，营造了鲜活的欧
洲街区。而来自蓉欧班列的正宗进口啤
酒、饮料、饼干等商品，也在这里以意想
不到的实惠价格销售，配上进口红酒品
鉴、醇香咖啡、精彩的欧洲风情表演，让
你恍若置身欧洲。

到青白江樱花节 看欧洲文化逛进口商品
呼吸纯净空气，邂逅满

树樱花，体验欧洲风情，购买
进口商品……3 月 8 日，
2016四川花卉（果类）生态
旅游节分会场暨成都·青白
江第七届樱花旅游文化节已
开幕。本届樱花节除了赏樱
之外，最大的亮点莫过于“欧
洲文化体验”这一主题，为此
组委会策划了“欧洲生活商品
展”、“欧洲民俗风情表演”、
“欧洲主题花雕”等系列活动。
来自欧洲的洋酒、果汁、啤酒、
饼干、起泡酒、巧克力等商品，
在樱花节的现场都能买到，不
仅品类繁多，还能用完全免
税无利润的超划算价格买到
超放心的进口商品。

欧洲风情现场体验
“蓉欧快铁”为樱花节添彩

超划算价格
买正宗欧洲商品

霜冻闯祸 莴笋成了“贵族菜”？
市农委：目前菜价已处于回落阶段，

本地蔬菜有足够的市场供给

近日，有几位家庭主妇竟表示，舍不
得买莴笋了，因为这亲民菜的价格竟从1
元左右涨到五六元一斤。这是咋回事？成
都商报记者实地走访菜市、蔬菜产地等处
进行了调查了解……

彭州三界镇被称为“莴笋之乡”，年初
的严重霜冻天气，使部分菜农的莴笋减产甚
至绝收。该镇清凉村蔬菜种植三千来亩，村
委会主任杨义友估算，莴笋受灾的有9成，
其中减产70%，其余30%都绝收了。8日，记
者走访了锦江区安居天涯菜市场、益民菜市
（中道街店）、人人乐等，发现个别蔬菜价格
较往年高出很多，安居天涯菜市莴笋价格普
遍在5元一斤。市农委物流与市场处一负
责人表示，今年春节期间菜价普遍上涨，
目前菜价已处于回落阶段，逐步回归正常。
至于涨价原因，该负责人认为是受到了冰
冻灾害的影响。此外也是价格周期性变动
使然，是正常的市场规律。对于成都的蔬菜
供应，他表示当季蔬菜种植面积与往年相
比没有明显减少，市场供给能力充足。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李秀明 张兴钊

声称“老板不在”逃避检查
5月1日起最高罚5万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春）国家食药监
总局日前发布《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
查管理办法》，5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明
确，食品生产经营者如发生：（一）拒绝、拖
延、限制监督检查人员进入被检查场所或者
区域的，或者限制检查时间的；（二）拒绝或
者限制抽取样品、录像、拍照和复印等调查
取证工作的；（三）无正当理由不提供或者延
迟提供与检查相关的合同、记录、票据、账
簿、电子数据等材料的；（四）声称主要负责
人、主管人员或者相关工作人员不在岗，或
者故意以停止生产经营等方式欺骗、误导、
逃避检查的；（五）以暴力、威胁等方法阻碍
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六）隐藏、
转移、变卖、损毁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查封、扣
押的财物的；（七）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
提供虚假证言的；（八）其他妨碍监督检查人
员履行职责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分工责令停产停业，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双随机创新开展稽核
天府新区开启审批监督新模式

昨日，包括申民辉在内的14位热
心市民被正式聘任为天府新区政务服
务特邀监督员，参与行政审批稽核工
作。据了解，天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此
举是为了加强行政审批工作的监督管
理，进一步提升行政审批效能，而 14
位监督员以后还将以明察暗访的方式
督促政务服务工作。

这 14 位监督员有的以前从事过
政务工作，还有的退休前就是成都市
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对政务工作较
为熟悉。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参与行政
审批稽核工作，包括行政审批事项清
理情况；行政审批事项取消、调整、下
放的情况；行政审批信息公开情况；依
法依规作出审批决定的情况；行政审
批内审机制和监管机制落实情况。稽
核工作分为常规稽核、专项稽核和临
时稽核三种类型，采取个别访谈、核对
凭证及查阅资料等方式进行。

在昨日的首次行政审批稽核工作
中，特邀监督员采用“双随机”方式，现
场抽查18项审批事项，调看了33个办
件卷宗，检查审批是否依法依规，内审
机制和监管措施是否落实到位，现场
发现问题4个，提出改进建议3条。接
下来，还将抽查事项的办事指南，检查
事项清理是否规范，承接取消下放是
否到位，着力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的
全程监管。 成都商报记者 柯娟

昨日清晨，天一直下着雨。市民曹先生冒雨骑电瓶车
10多分钟，赶到4公里外的一家蔬菜店，只为买一斤香菇。
让老曹舍近求远冒雨前来的蔬菜店，正是成都商报几天前
报道的“无人值守”蔬菜店。昨日虽然下着雨，这家
位于香木林路，名叫“成都道通蔬菜专业合作
社”的小店仍然人满为患。

从6年前开始营业至今，这家
蔬菜店已经办了2027张会员
卡，会员绝大多数是来自附近
小区的居民。而蔬菜店半径
500米范围内的4个小区的
总户数，才2900余户。

这个蔬菜小店有什么高
招和秘密，吸引到这么高比
例的会员？

与顾客建立信任后，老邱
说，与顾客成为朋友才能留住他
们，“很多会员，最后我们都成了
朋友。”987 号会员何婆婆虽然
忘记了自己的会员卡号，但她
却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她送了
老邱一只猫。“他和我摆龙门阵

时说起，店里有老鼠，我就送了
他一只猫，想帮他逮耗子。”

老邱告诉我们另一件事情：
“1号会员刘婆婆80多岁了，经
常来买菜，前段时间好多天都没
来，我担心出什么事，就给她打
了个电话，她说她生病了不能出

门，儿子在帮她买菜。”
昨日下雨，996号会员曹先生

没带雨衣，向老邱借了一件。老邱
说，店里买了10多把雨伞，如果顾
客遇到下雨，他都会借。有人借伞
不还吗？“一把不少，哪有朋友借
了伞不还的？”老邱笑着说。

40多岁的老邱，20多年前毕
业于原成都科技大学，大学时学
的是工民建专业。毕业后，他从事
了多年的建筑行业，中途又自主
创业办起了砖厂。创业失败后，老
邱又回到建筑行业，直到 6 年前
和朋友喝酒，在酒桌上谈起把农
业和电商模式结合的想法，老邱
觉得很有前途，开始卖菜。

按照老邱的说法，卖菜只是
第一步，“试点”。“我们想了解这
个行业，晓得大家想买什么，顾客
多少，才好为以后的工作做准
备。”现在，他已经为自己的店建
立了网站，会员充值后可在网店

直接下单，三环路内免费配送，还
可以微信下单。

开了6年蔬菜店，老邱说，最
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完成了我
创业的前期数据收集，比如说会员
和非会员的消费习惯不一样；年轻
人和老年人的消费习惯也不一样，
年轻人更注重蔬菜品质，而老年人
一般更注重价格。二是熟悉了整个
蔬菜市场，提高了情商，你知道，技
术人员创业，很多都情商不够。”

提到情商问题，他说：“比如说，
以前还会因为一些事情和顾客争吵，
现在我明白，和顾客打交道最大的原
则就是没有原则，顾客高兴就最好。”

寻 访 “ 无 人 蔬 菜 店 ” 的 秘 密

一个人一间小门面

有多少人买他的菜？
2027人办了会员卡 附近才2900户

虽然多番询问，老邱还是没
讲出什么“大道理”，记者转而向
办卡的会员求证。大家说得最多
的是：老邱“不烧秤，价格合理”。
在会员张女士的印象中，老邱经
营的菜店“价格合理，斤两十
足”。“他的菜，好多比市场上还
便宜，办卡后还更便宜。”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

以9种蔬菜为例，将老邱蔬菜店
内的价格与邻近一家菜市场内
的蔬菜价格进行对比，结果显
示，有3种蔬菜比菜市场便宜，
最多的便宜 1.5 元/斤。其余蔬
菜价格与菜市场持平。

“蔬菜小店要的是吸引顾
客，长期保持客源。”老邱说，店
里的许多种类蔬菜都实行会员

优惠制，根据品类不同，会员享
有1角至5角/斤的优惠，“如果
顾客不能长期消费，没有稳定
的客源，一次赚再多也没用。”

曹先生说，他昨天之所以
冒雨骑了10多分钟车赶来老邱
的店里买菜，就是看中他的实
诚，“老邱人很实在，从来不烧
秤，价格也便宜。”

在老邱看来，记住会员卡
号和姓名，适当了解会员的情
况，有助于留住顾客。“顾客会
觉得你在乎他们，了解他们，愿
意和他交朋友，他们也就愿意
过来买菜。”

3月8日下午，一名60多岁
的老人选购了几样蔬菜，还没
称重交钱，老邱随口就报了出

来：“246 号，叶老师，今天你又
来买菜了？”246 号是蔬菜店的
会员卡编号，老邱说，他基本上
能记住所有会员的卡号和姓
名，一些较熟悉的会员，他还知
道对方的基本情况。“比如说叶
老师，他是电子科技大学的退
休老师，经常过来买菜。”

对于会员的卡号和情况，老

邱如数家珍：“770号，刘大爷，住
在旁边的小区；1499号，罗姐，在
前面转拐的地方开了个窗帘店；
1052号，蒋大姐……”老邱说，他
并没有刻意去背这些会员的情
况，也从不去故意打听顾客的个
人情况。“来买菜的次数多了，彼
此就熟悉了，有些就会给你摆龙
门阵，慢慢就记住了。”

每到下午，接到网络订单的
老邱总要出门送菜。每次出门
前，老邱会在门口摆一块黑板，
上面写着“会员买菜请自己过
秤，在旁边表格中记下会员号、
品种名称、重量……”菜店柜台
上还贴着蔬菜价目表，非会员买
菜后将钱放在柜台就好。

这样无人值守的模式，来
源于老邱和顾客相互的信任。
住在附近的刘大爷几年前就

办了会员卡。最初，他没有办
卡，直到一起误找钱事件后，
他开始信任老邱并办了会员
卡。“有一次，我买菜回家后，
才想起老板好像少找了我 50
块钱，就回去找他。结果他说，
我也发现少找了你50块，想联
系你又没有电话，就想着你下
次来买菜时补给你，然后爽快
地找了我50块钱，我觉得老板
很诚信，就办了会员卡。”刘大

爷说。
老邱出门送菜后，一些会员

甚至帮忙为他卖菜。蒋大姐住在
附近小区，经常帮老邱看店卖
菜。“他信任我们，从不会怀疑钱
对不对。当然，我们也信任他，有
人买菜后，我就把钱放到抽屉
里，从没出过问题。”

前日下午，老邱再次出门送
菜，常来买菜的附近居民唐先生
主动承担起帮他卖菜的工作。

没大道理“不烧秤，价格合理”卖之以
为什么爱买他的菜？

诚

熟悉顾客 会员卡号不用查随口报记之以心

相互信任 顾客还帮他看店卖菜行之以信

交之为友 与顾客交朋友 借伞从不担心不还

老邱其人：卖菜只是第一步“试点”

吸引2027个会员
卖小菜也有大智慧

成都商报记者 胡挺 刘涛
实习生 周昀 摄影记者 王红强

顾客帮老邱
卖菜

老邱准备的
零钱袋

买菜的
开心会员

会员买菜的
登记本

游客在购买进口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