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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资料显示，鲜食玉米有别于
普通玉米，它是指乳熟期采摘新鲜果
穗，以果穗或籽粒供直接食用、加工
的玉米，主要包括甜玉米、糯玉米等，
其可溶性糖或支链淀粉含量需达到
一定的标准要求。。

国内鲜食玉米的种植区域主要
分布在东北三省、京津冀、甘肃、江浙
沪、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和广
东等地。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受
产地、种子等因素影响，鲜食玉米价
格差异较大，最低价格每公斤4.6元，
最高每公斤21.5元。一公斤约有4根玉
米，这也意味着每根鲜食玉米价格在
1.15元到5.375元间浮动。

记者通过对学界和业界的采访
发现，大家的共识是，与普通玉米相
比，种植鲜食玉米能为农民带来更多
的收益。

一是因种植鲜食玉米的成本比
普通玉米更低。资料显示，种植鲜食
糯玉米比种植普通玉米在总种植成
本上低8.5%，亩增效61%，亩面积增收
达254.5元，经济效益明显。经过加工，
鲜食玉米增值1倍以上，真空包装后
可增值2-3倍，礼品装后可增值3-5
倍，加工企业的经济效益极为显著。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所高
级农艺师田志国在2020年接受北京
商报采访时表示，农民种植一亩地的
鲜食玉米能赚500-800元，比种植普
通玉米的收入高300-500元。此外，在
一些电商平台上，优质鲜食玉米的售
价能达到30元5根。

电商渠道的出现的确带动了农产
品的销售。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农
产品网络零售额为4221亿元，增速为
2.8%；农村网络零售额2.05万亿元，比上
年增长11.3%，增速加快2.4个百分点。

红星资本局6月26日消息，
北京市商务局等7部门昨日印
发《北京市关于鼓励汽车更新
换代消费的方案》。

《方案》指出，在2022年6月
1日至12月31日期间，报废或转
出乘用车并在北京市购置了新
能源车的车主，如满足条件，可
申请8000或10000元的补贴。

《方案》明确，报废或转出
的乘用车是指注册登记在个人
消费者名下1年以上，且燃料种
类为汽油、柴油、燃气、混合动
力以及纯电驱动的小型、微型
客车。新购的新能源小客车是

指纳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
荐车型目录的小型、微型纯电
驱动载客汽车（包含纯电动汽
车、燃料电池汽车、增程式电动
汽车）。

对于符合补贴条件的：
报废或转出新能源小客车

的，每车给予8000元补贴；
报废或转出使用1-6年其

他类型乘用车（非新能源）的，
每车给予8000元补贴；

报废或转出使用6年（含）
以上其他乘用车的，每车给予
10000元补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上周大盘在横盘震荡几个
交易日后，开始尝试向上突破，
三大指数全部成功站上半年
线，这是市场一个重大的变化，
整体向好的趋势再次确立。

不过，指数在站上半年线的
同时，半年线并没有呈现出趋势
性拐头的迹象，有效性可能还需
要验证。从历史的情况来看，指
数在这个位置的争夺，通常没有
那么容易。行情可能还要反复，
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上证指数目前处于非常关
键的位置，这个位置一旦有效
突破，就意味着接下来市场有
更大行情的可能。这个位置需
要有充分的震荡，才能确保突
破的有效性。从当下的情况来
看，这里的震荡是不充分的，强
行上冲，有诱多的可能。

当然，这里也不能排除直
接突破的可能性。因此，我们的
策略就是保持原有的仓位即
可，中线按规则持股，短线快进
快出，在仓位上留一个余地，耐
心观察市场是否会出现主流热
点的切换。

周末，A股制度层面有两个
利好出来。6月24日，证监会研究
起草了《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
规定（征求意见稿）》，提出“结合
实际分步实施、选择部分城市先

试行1年，再逐步推开”要求，在
个人养老金制度试行阶段，拟先
行纳入最近4个季度末规模不低
于5000万元的养老目标基金。这
意味着个人养老金入市关键的
一步来了，有券商预测，每年可
以带来约2344亿元的增量资金，
对A股中长期是利好。

但短期来说，其实是没啥
影响的。虽说A股的整体估值
并不高，但很多个股并不见得
有多低，养老金要进来，也不会
那么随意。

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微信公众号，6月25日，国家金
融与发展实验室与中国社会科
学院金融研究所联合召开全面
注册制改革研讨会。目前，沪深
A股在科创板和创业板已经实
施注册制了，还差主板这最后
一个拼图，一旦主板的核准制
改为注册制，A股将全面进入
注册制时代，这将直接带来A
股股票上市和退市的速度加
快，经常被股民诟病的“只进不
出”可能成为历史。

回顾A股市场的几次大机
遇，每一次市场制度层面的变
革，都带来了轰轰烈烈的上涨。
这一次正处于全面注册制深化
改革期，会和历史上的机遇期
一样吗？也许我们可以抱一个
乐观的态度。 （张道达）

继刘德华进驻抖音；罗大佑和
孙燕姿隔空“打擂”；周杰伦引爆线
上演唱会后，6月25日晚8点，“影坛
大哥”成龙也在快手独家开启了个
人全球直播首秀。数据显示，直播将
近3小时，直播间实时点赞数超3亿，
直播间在线人数一度超400万。

今年以来，随着明星刷屏级演
唱会的火爆，流量争夺战越发白热
化，视频号突围，抖音、快手不甘落
后。当越来越多的国民巨星开始进
驻后，快手、抖音、视频号等平台开
启了对流量的新一轮争夺和较量。

靠近年轻人？
年近七旬的成龙尝试直播、脱口秀

“大哥大哥”“龙叔你好”“龙叔
永远的偶像”……

6月25日晚8点整，在快手直播
间，随着成龙个人全球直播首秀的
开始，早早守在直播间的快手“老铁

们”纷纷刷屏
留言。

直 播 间
里，年近七旬
的 成 龙 穿 着
白 色 的 衬 衣
外套，戴着一
副 黑 框 眼 镜

出镜。
“第一次直播还有点紧张。”成

龙坦言。在与大家的“唠嗑闲聊”中，
成龙通过“密室闯关”的玩法回顾出
道60年的心路历程，其中，黄子韬、
容祖儿和谢霆锋等一众明星嘉宾，
都作为助播嘉宾助力成龙闯关。

直播并不是成龙的第一次新尝
试。今年以来，成龙频频出现在大众
视野，朝着年轻人爱好的方向迈进。

此前成龙还第一次尝试表演脱
口秀，参加《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在演讲中，成龙还紧跟热点，对当下
火爆的“元宇宙”调侃了一番。

直播中，成龙因腰痛频频扶着
腰，但他依旧表示，能打的还是会继
续打下去，因为真的很喜欢动作片。

“……从替身、配角到主角，到武术指
导再到现在，不管我做什么事情，我
都是拼尽全力，所以有了现在的我。”

难逃流量焦虑
短视频开启头部明星新争夺

早在成龙之前，抖音、快手在明
星生态布局已久。

2018年，黄渤在快手发布第一
条视频，成为最早入驻快手的一线
明星之一，随后郭冬临、潘长江等春
晚熟脸也纷纷入驻快手。抖音同样

不甘落后，邀请陈赫、黄晓明、张柏
芝等入驻。

2020年，短视频直播带货爆发，
短视频成为明星愈发重要的宣发阵
地，而明星热点事件内容也成为平
台抢占粉丝关注的利器。不过，随着
明星争夺的愈发激烈，而当“普通”
明星入驻不再能给用户带来新鲜感
时，拥有高知名度的巨星，成为短视
频新一轮你追我赶的“香饽饽”。

2020年，周杰伦入驻快手，这也
是他的首个中文社交媒体账号，瞬间
掀起流量风暴；短短几个月后，2021
年刘德华便正式入驻抖音，打出的旗
号则是“刘德华全球首个社交账号”，
其在抖音举办的出道40周年直播活
动，再创抖音直播历史纪录。

面对手握刘德华的抖音，快手则
迎来了“大哥”成龙。2021年成龙在快
手开通全球首个短视频账号，入驻快
手8小时，粉丝量破1000万；截至目
前，成龙的快手账号粉丝超过5500
万，其首条视频播放量破3亿。此外，
今年以来，靠着罗大佑、周杰伦等线
上演唱会，视频号“后来居上”。

当下，随着互联网存量市场进
入增长平缓期，互联网平台不可避
免地面临“流量焦虑”，无论是社交
账号、直播还是线上演唱会，本质上
都是短视频巨头之间的流量竞争。

碎片化娱乐趋势下，当越来越
多的流量聚焦在短视频上时，明星
也需要平台，增加曝光量，靠近年轻
人；平台也需要明星，吸引用户。不
管是刘德华还是成龙，都不会是短
视频流量争夺的终局，未来究竟谁
能在这场较量中脱颖而出，仍要画
一个大大的问号。

（据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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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有
关部门的最新规
定，本手记不涉及
任何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股市迎来两大利好
怎样操作才更稳健？

最高补贴1万元
北京鼓励消费者换新能源车

全球召回bZ4X
丰田首款纯电车出师不利

新东方6元一根的玉米
农民到底能多赚多少？
业内人士：毛利并不高 主要靠薄利多销

近日，新东方旗下的“东方甄选”因双语直播带货出圈，直播间一周涨
粉破千万。与此同时，对于其选品的质疑也纷至杳来。

东方甄选曾在直播间上架一款6元/根的鲜食玉米，被质疑价格太高，
但主播董宇辉一句“谷贱伤农”，让不少网友称被讲哭了，纷纷表示愿意为
这话买单。

6元一根的新东方玉米，农民到底能赚多少钱？记者采访农产品电商、
农业经济学教授和供应链专家等，发现鲜食玉米的毛利并不高，主要依靠
“薄利多销”模式。但由于玉米品种改良、再加之产业链变化和电商的销售
渠道，农民的收入能比以前增加20%到30%。

成龙首场快手直播获超3亿点赞
“抖快微”巨星流量争夺，谁能成“大哥”？

不过通过电商的宣传售卖，是否
有助于农民增收？提高的售价到底有
多少能进入农民的口袋呢？

记者采访得知，首先从玉米种植
到流通上市，中间还有采摘、处理、收
购、包装、运输、推广和销售等环节，每
一个环节都会增加成本。

一重点高校的农业经济学教授表
示，目前鲜食玉米的网络销售主要通
过联农带农机制，即企业跟农民或合
作社签订单，要求农民按照企业的标
准种植玉米，企业收购玉米后，再加
工、速冻进行二次销售。

在抖音直播销售农产品的森谷农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作为二次销
售端，主要从收购商手中买入产品，

“我们的销售加上人力，总的运营成本
占商品售价的30%左右。”该工作人员
表示，他们的毛利率在20%左右，“从
农民的生产端、收购商到我们销售端
的利润都不高，只能靠薄利多销。”

工作人员表示，电商带货的优势
主要是“有助于提高农民的土地利用
价值”，农民的收入能比以前增加20%
到30%。

农特集团总裁、物流供应链专家
黄刚表示：“从产品到商品的过程，需
要一系列品控加工的工作，中间还会

产生损耗，而损耗则由收购玉米后的
环节承担，各环节产生的成本最终计
算到商品售价里。”

黄刚认为“中间环节或渠道挤占
农民利益”的说法并不成立。他表示，
中间环节有着设备、技术、人工等等投
入，提高了产品的价值，真正实现从农
民种出来的产品，到能够在市场流通
的商品。“应当鼓励有渠道优势、科技
优势和投资能力的去做升级产业链的
投入。这样的话，农村的农产品才能够
卖出更好的价格，这对农民、农业产区
和产业链都是有价值的”。

一重点高校的农业经济学教授告
诉记者，农民的收益分成方式并不限
于“一次性买卖”，“企业和农民的合作
与利益分配方式不止一种，除了直接
收购签订单外，也有农民入股，拿分红
分成的。”

黄刚告诉记者，现阶段，电商助农
已经进入到数字化科技化助农阶段，
未来农业将通过消费市场去影响产区
的种植。产销之间越来越扁平化，从而
达成消灭信息不对称的目的。各大农
场倾向于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扁
平化的运营，供应链将会越来越高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怡
帆 潘俊文

成龙在快手开启全球直播首秀
（视频截图）

鲜食玉米鲜食玉米VSVS普通玉米普通玉米
种植成本低、收益高、价差大

玉米销售产业链玉米销售产业链
专家否认中间环节挤占农民利益

“东方甄选”直播间展示的黄糯玉米

红星资本局6月24日消息，
丰田汽车宣布，在全球范围召
回2700辆纯电动SUV bZ4X，
原因是发现连接车轮的螺栓问
题可能导致轮胎脱落。

bZ4X是丰田的首款量产
的纯电动汽车，两个月前在日
本、欧美地区上市，还未在中国
市场上市。

此次召回共涉及2700辆
bZ4X，其中2200辆销往欧洲，
280辆销往北美，20辆销往加拿
大，110辆在日本国内销售，另
有60辆销往亚洲其他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原定于6月
17日召开的广汽丰田bZ4X上
市发布会，在开始前两小时“临
阵退缩”。

当时，丰田官方给出的解
释是：“近期供应链方面出现不
确定性，为了确保用户利益，推
迟了价格发布，正制定一个对
消费者更友好的价格。”

多位业内人士向红星资本
局表示，丰田的解释有些牵强。
广汽丰田发布会“跳票”和此次
全球召回，降低了bZ4X的可靠
性预期，出师不利让丰田加速电
动化转型之路蒙上了一层阴影。

红星资本局搜索发现，不
少车企都曾因螺栓问题召回。
近期，就有通用召回凯迪拉克

和GMC，玛莎拉蒂召回莱凡
特，沃尔沃召回卡车，奔驰召回
奔驰C。

螺栓这个看似简单的硬件
问题却让丰田如临大敌。有车
评人士表示，日系品牌追赶电
动化浪潮虽然是大势所趋，但
也普遍面临经验积累不足、产
业链不强的问题。

有业内人士向红星资本局
表示，“除了丰田这块牌子，
bZ4X的产品力就那样了。要想
在一众竞争对手中杀出重围，
要不搞点营销噱头，要不走性
价比路线。”他提出，“bZ4X如
果真售价20万-30万元，前景
可能不太乐观。”

据悉，丰田计划到2030年
推出30款电动汽车，在全球的
销量达350万辆。为实现这一目
标，目前丰田已经在电池研发
方面投入了2万亿日元。然而，
丰田的电气化进展缓慢，近期
还因此遭到欧洲大型养老基金
抨击，引发公司股价下跌。

数据显示，今年1-4月，丰
田新能源汽车的全球销量约为
95万辆，其中混合动力汽车占
比超过95%，纯电车型的销量
仅为4960辆，占比不足1%。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吴丹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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