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千亿级的“菜篮子”市场，就
连光明乳业、中国石化等巨头也纷纷
隔行入局抢生意。然而，生鲜电商之
战，激烈无比。曾有统计，全国4000
多家生鲜电商中，仅有1%盈利，4%持
平，88%亏损，剩下的7%则是巨额亏
损。

“在这场竞争中，‘朝阳到家’持续
盈利。”作为农贸市场进驻线上新经济
的无锡朝阳集团董事长张君君很是欣
慰。

从传统的“菜市场”到生鲜电商中

难得的“1%”，朝阳划出一个怎样的轨
迹？

传统“菜篮子”成电商“新人”

华艳，朝阳农贸市场经理。每天
一大早，她都会和员工们一起，按照前
一天收到的订单，到市场的各个摊位
拿最新鲜的菜品进行配菜、称重、打
包。阎红，无锡朝阳集团办公室主
任。每天，她都有一项重要工作，进入

“朝阳到家生鲜配送会员群”，发布最
新的福利信息或是收集客户收货后的
反馈意见。

她俩的这些活，始于集团正式开
通网上菜场——“朝阳到家”。

朝阳农贸市场，无锡人最大的“菜
篮子”，仅蔬菜日均交易量就达10万

吨。去年2月，这家传统农贸市场把
线下实体市场搬到了云端，就这样，以

“新人”身份入局生鲜电商。
起初，知道“朝阳到家”的人并不

多，注册用户只有6000多；又没有补
贴引流的营销模式，“朝阳到家”默默
无闻了10个月。张君君说，疫情之下
用户数、订单量爆发式增长，平台拥有
了4万多名忠实客户。放在生鲜电商
平台中，这样的体量很小，但没有利用
资本杠杆、仅靠客户自身成长起来的

“朝阳到家”粘性很大。

供应链是活下来的基础

生鲜是个低毛利的大市场，一大
批电商企业接连倒在这个平台上。“一
旦离开了外部资本输血，玩家就很难

持续经营，我之前所在的平台就是这
样止步的。”一位曾在生鲜平台工作过
的人士坦言，“活下来，不容易。”

“食材的价格、品种与新鲜度，是
一个生鲜平台活下来的基础。”市商务
局市场体系建设处负责人解释，生鲜
是损耗率极高的品类，从产地到餐桌
的仓储、运营、物流等环节，会产生大
量的损耗率，也正因此，生鲜电商把获
客后的重点放在了优化供应链上。而
依托朝阳农贸市场运行的“朝阳到
家”，在供应链上有着绝对的优势。

“尝试做生鲜电商，不是跟风，
也不是用线上取代线下，而是想借
助互联网技术，让传统农贸市场的
服务升级。”张君君表示，线上与线
下菜品一个价，通过平台运营和第
三方配送，下转第2版>>>

全国4000多家生鲜电商，仅有1%盈利。成为1%队伍中的“朝阳到家”引发关注——

看传统菜场如何“链”活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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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满怀，危机中寻找“新生机”

陈丽芬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阳光集团党委书记，江苏阳光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宜兴红”
“融”出新机遇

▶2版

导 读

本报讯 5月23日，市
委书记黄钦用一天时间来到
新吴区实地考察企业、社区、
农村及河道整治工程，深入
了解新吴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对做好当前及今后一个
时期各项工作提出要求。黄
钦强调，新吴上下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进一步解
放思想、担当作为，确立更高
目标、更高追求，拿出更大勇
气、更大手笔，着力做好“提
档、提质、提升、提优”四篇大
文章，打造更具创新力、带动
力的国家高新区，建设更具
国际化、现代化的城市主城
区，勇当全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全能冠军”，为无
锡发展大局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朱爱勋，副市长、高新区党工
委书记、新吴区委书记蒋敏
参加调研和座谈会。

科技赋能，不少企业在
疫情冲击之下韧劲十足、逆
势上扬。无锡康明斯涡轮增
压技术有限公司是世界500
强康明斯集团的独资公司，
多年来始终紧抓技术能力建
设，2012年成立的涡轮增压
技术研究院获评“市十佳研
发中心”，目前每条生产线的
操作工人已降至一人，生产
效率领先业界。黄钦深入生
产车间考察，得知企业有效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今
年 1—4 月销售同比增长
26%，他高兴地说：“有了技
术硬支撑、市场多元化，就能
取得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双
胜利！”他希望康明斯把最先
进的技术、最高端的产品放
到无锡，实现在锡总部化发
展，并表示无锡将提供最优
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做大做

强。扎根新吴20年的德科
立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自
主研发的光纤放大器、传输
模块等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国
内领先，可实现400多公里
的超长距离光传输，给行业
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得益
于产品的“硬核”竞争力，企
业1—4月完成销售同比增
长65%。黄钦对德科立良

好的发展态势予以肯定，勉励
企业负责人积极抢抓“新基建”
的发展机遇尤其是5G领域的
爆发期机遇，进一步加大技术
研发、开拓市场力度，加速形成
规模，加快科创板上市步伐，进
入高速增长新通道。由SK海
力士系统IC公司与无锡产业
发展集团联合设立的海辰半导
体（无锡）有限公司，项目总投

资将超14亿美元，今年3月16
日已投片，待2022年全部投产
后将月产11.5万枚8英寸晶圆
片，远高于国内外其他8英寸
企业月产5万枚的平均水平。
黄钦与海辰公司韩方负责人深
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推进情
况。黄钦说，M8项目拥有稀
缺的高性能8英寸设备及一流
的技术，有助于缓解目前国内
8英寸晶圆产能不足、供不应
求的局面，有利于无锡巩固集
成电路“重镇”地位、打造世界
一流的综合半导体产业枢纽。
希望以M8项目合作为契机，
继续深化与SK海力士的全面
合作，携手共创未来、共赢发
展。

生态好、环境美，为百姓的
幸福感筑牢了绿色基底。伯渎
河（锡兴路—高浪路）生态环境
治理工程总规划面积约89.55
公顷，总投资约2.5亿元。站
在河边的生态连廊，黄钦仔细
询问治理工程推进情况，随后
又沿着亲水步道实地考察治理
成效。“好的环境就是生产力！”
这条有着3200多年历史的古
老河道经过治理水波粼粼、白
鹭纷飞，黄钦为之点赞。他说，
要自觉践行“两山”理念，坚持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进一步提升城乡品质。鸿山街
道大坊桥村是我市十大古村落
之一，黄钦考察该村重点实施
的金家里、下转第2版>>>

黄钦调研新吴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要求

更具创新力带动力 更具国际化现代化
勇当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能冠军”

据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24日下午在参加十
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
团审议时强调，防范化解重大疫情
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事关国家安
全和发展，事关社会政治大局稳

定。要坚持整体谋划、系统重塑、
全面提升，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
系，提升疫情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
能力，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完
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深入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着力从体制机制
层面理顺关系、强化责任。

当习近平走进会场时，全场起
立，热烈鼓掌。

罗杰、阎志、张文喜、宋庆
礼、禹诚5位代表分别就加强公
共卫生体系建设、加大对实体经
济扶持、提升城乡基层治理水
平、下转第3版>>>

习近平在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
织牢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

5月23日，市委书记黄钦用一天时间来到新吴区实地考察企业、社区、农村及河道整治工程，深
入了解新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对做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提出要求。 （宦玮 摄）

□本报记者 文君

历经六年波折，
新一代“海星”冲上云霄

这是一个足以让无锡人自豪的场景：3月
28日，海星飞机首飞出发前，17米长的机翼
左右两端分别悬挂起中国国旗和德国国旗。

“由于疫情影响，原定邀请德国总理默克尔以
及德国交通运输部等四大部部长出席的庆祝
仪式只能作罢。”市交通集团负责人透露说。

普法芬霍芬机场时长31分钟的成功首
飞，也让因疫情提前回锡的道尼尔海翼有限
公司总经理潘小燕激动不已。回首过往，这
位“80后”女汉子直言“不易”。

2012年，德国道尼尔公司一款名为海星
的水陆两栖飞机来锡进行路演，几番接触下，
双方合作意向很快升温。“海星飞机原型机生
产于1985年，是当时无锡接触到的唯一一架
水陆两栖飞机项目。”潘小燕说，中国的低空
开放将带来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机遇，考虑
到中国多河流湖泊以及长海岸线的地理特
征，水陆两栖飞机会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其
市场应用也将更广泛更具灵活性。

出于无锡诚意，此前从未到过中国的道
尼尔夫妇果断放弃通航产业基础扎实的加拿
大魁北克省，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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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答中外记者问

各国应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详见第5版>>>

代表委员谈“新基建”

5G价值会更多体现在物联网上
详见第4版>>>

眼下，我市农村进入农忙时节，农民抢抓农
时在田间忙碌。图为近日在江阴徐霞客镇北渚
村，村民在育秧场地起秧苗。 （还月亮 摄）

初夏农忙

□本报记者 星光 顾庆赟

上周，中德联合研发的全球首架通勤类
全复合材料水陆两栖海星飞机项目又喜迎
节点：第二架原型机的机翼在德国慕尼黑工
厂顺利投产。与3月下旬成功首飞的第一架
飞机相比，当前在造的第二架原型机机体结
构由原来的外部供应商生产转为海翼中德
两地工厂合作生产，而已经投产的机翼翼梁
的翼帽部分，工艺复杂，精度要求非常高，目
前已完成生产，标志着海翼向构建自身复合
材料生产能力的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蔓延全球的疫情，阻挡不了海星飞机项
目的一路毅行。从第一架海星飞机首飞，到
第二架研制如期推进，由无锡交通集团、产
业发展集团携手德国道尼尔公司共同研发
生产的新一代水陆两栖飞机，历经6年呈现
于世人面前。无锡国企终圆航空梦想。

初夏时节，宜兴丁蜀通用机场西侧的道
尼尔海翼有限公司，不时有年轻设计师的身
影出入。飞机设计研发—飞机部件生产—
机场建设运营，各大要素汇聚，无锡通航领
域枢纽经济的灿烂前景已然可期。

大件垃圾
处置“堵”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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