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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种企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也是有现实依据的。

“行业的标准化程度、是
否刚性需求、用户群体数量、
需求频次等是决定该行业如
何‘触网’的主要因素。”2014
年 9 月正式上线的农资网上
商城阿哥汇的创始人、北京
士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CEO

韩庚瑞说。
按照韩庚瑞的分析，包括

种子在内的农资行业，是用户
群体巨大的刚性需求行业，但
是标准化程度偏低，年度需求
频次也不高。

就行业标准化程度而言，
农资远不及图书、电子产品
等，而在农资里面，种子又比

农药、化肥更加不易标准化。
而从需求频次上看，肥料、农
药一年数次的购买频次本就不
高，而种子更是仅为一年一
次。也就是说，从电商发展规
律看，种业电商还处在教育生
产商和市场的阶段，目前种企
只能更多地依赖传统渠道。

苗市进入低谷以
来，很多苗木的销售遇
冷，而速生杨却呈现出
逆势上行的态势，不仅
价格上涨，而且销量极
大。这是什么原因呢？

综合分析，速生杨
销售火爆的主要原因
有两个，一是高速公路
绿化需求量比较大，二
是农田林网建设以及
乡 村 绿 化 需 求 的 拉
动。那么，速生杨还能
火几年呢？我们还能
不能大量扩繁呢？

笔者曾经接到河
北廊坊的一个苗农打
来的电话，他的邻居
种植了100亩速生杨，
2015 年一棵没剩全卖
出去了，发了“杨”财，
他也打算将自己手里
的 几 十 亩 柳 树 处 理
掉，改种速生杨。经

调查，有类似想法的
苗农不在少数。仔细
分析，这里面存在着
几大隐忧。首先，速
生杨易于繁殖，且生
长速度很快，如果大
量扩繁，一两年就会
出 现 供 大 于 求 的 局
面。另外，随着国家
对生态环境建设的重
视，可选用的树种越
来越多，速生品种也
不在少数，很多品种
的优越性已经凸显出
来，例如速生榆、不飘
絮的柳树等，这些品种
都有可能和速生杨平
分秋色。

鉴于以上原因，在
扩繁速生杨时要认真
地进行市场调研，看看
需求量，看看存圃量，
看准了再做决定。

（邓运川）

1 月 4 日，宁陵县城郊乡张新庄村几名村民
正忙着在田间栽种地膜洋葱。近年来，该县农业
局重视农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高效特色农业，引
导农民种植一些附加值高的产品，从而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今年全县仅洋葱种植面积就达
1000多亩。 吕忠箱 徐华新 摄

国内培育品种

济薯18号 该品种为山东省
农科院作物研究所育成，每亩产量
3000公斤以上。

广薯135 该品种为广东省农
科院育成，每亩产量为 2000～
2500公斤。

宁紫4号 该品种为江苏省农
科院粮油作物研究所育成，每亩产
量为500公斤左右。

京薯6号 该品种由巴西红薯
与中国红薯杂交而成，茎蔓长，薯
皮薯肉均为紫色，甜度高，品质好，
每亩产量为1500～2000公斤，出
干率高，主要用于深加工和提取色
素。

群紫一号 河南省农科院研
制，蔓短，分枝多，产量高,春红薯
亩产3000公斤以上，夏红薯2000
公斤左右。

国外引进品种

山川紫 该品种从日本引进，
色素含量高，比普通紫红薯的花青
素含量高两倍以上，除食用外还可
用来提取色素。每亩产量一般在
1500公斤以上，薯形细长，整齐度
差，主蔓茎长6～7米。用该薯的嫩
茎叶（尖）做菜，口感比空心菜还好。

美国黑薯 该品种由美国培
育而成，口味细腻甜滑，香味浓
郁。此薯萌芽性强，分枝多，粗壮，
最长1米，不旺长，半直立。一般每
亩产量3000公斤。

德国黑薯 2002年引进中国，
中蔓，分枝多，薯块大小整齐，肉质
细腻，香甜可口，抗病性较强，一般
每亩产量4000～5000公斤，单株
结薯可达10公斤以上，最大单薯重
5.7公斤。除食用外，还可提取色
素。 （岳芳）

种业电商亟须加大俩筹码
农民购买习惯和线下支持

点开任何一家农
资电商平台，无论是
云农场、阿哥汇，还是
农商一号、淘宝农资，
种子的销售量都要远
远少于肥料和农药。

方兴未艾的农资
电商尚处于发展初
期，业绩不佳不难理
解，但是，为何同是农
资，种业电商之路走
得更为吃力？

物流之殇、用户
体验欠佳等原因是农
资电商普遍面临的痛
点 ，而 在 渠 道 冲 突
——传统经销商和电
商之间的冲突，种子
行业要严重得多。

在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秘书
长李立秋看来，传统经销模式里，
以各级代理形式形成的销售网络
制约着很多企业，特别是大企业，
他们受各级代理商的“绑架”。代
理商“要挟”种企让利，否则就去
代理竞争对手的品种。

即便被“绑架”，种企依然选
择了传统渠道“痛并快乐着”，年
复一年地召开“气氛热烈”的经销
商大会。

所有种企都看到了“互联网+
种业”的发展趋势，但是在线上销
售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种企担
心其苦心经营的线下销售网络遭
到破坏，依然不肯随便“触网”。以
云农场为例，作为创始人，山东圣
丰种业总裁王书平在创建电商平
台之初，并没有把自己生产的农资
放到云农场来卖，至今也仍未将所
有品种都搬上互联网。互联网对
传统渠道冲击太大了，圣丰不愿意
掐住自己的脖子。

现实地看，种企销售渠道
的天平倾向电商一端，还需要
再加两块重要筹码：农民购买
习惯和线下支持。

农民愿意买是最硬的道
理。专业媒体在微信公众平台
上进行的一项种子用户调查显
示，34%的受访者仅将电商作
为比价工具，只有27%的受访
者在“是否会在网上购买种子”
问题一项上选择了“是”。

“电商平台是我首选销售
农产品的渠道，但不会考虑用
来买种子。”河北省一位种有
400多亩玉米的农民李小龙的
心声极具代表性。显然，种企
不会牺牲传统渠道，仅仅为了
在电商上让农民比比价。

规模极大的种植业者，同
样没有电商渠道的购买需求。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郭墅镇益
嫁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经营了
2万亩土地，合作社理事长王友
保说：“像水稻这样的大田作
物，特别是种植面积大了，其实
很简单，可以直接从种子企业
购进，不用通过中间环节。”

线下支持，比农民购买习
惯更直接地触及渠道冲突的
痛点。没有线下的支持，靠农
民自己坐在电脑前操作，或者
用手机“轻松一点”，在现阶段
作 为 一 种 渠 道 还 是 不 现 实
的。如云农场，虽然是线上交
易平台，但是实际交易主要还
是在服务站线下完成的，典型

的交易情景是农民到云农场
服务站购买种子，服务站根据
农民需求帮助农民网上下单，
代收种款后再通过线上渠道
将货款支付给种子商家。

而在农村电商生态环境完
善起来之前，线下的支持不会
凭空出现。县级服务中心经理
也好，村级服务站站长也罢，要
到哪里去找？答案正是传统经
销商。

阿哥汇做种业电商的第一
步就是促使传统经销商转型，
以逐级经销商为基础，构建起

“县级服务站—乡镇服务网点
—村级代购员”的线下体系。
仅看线下支持体系，事实上，云
农场与阿哥汇并无二致。

我想种紫薯，品种有哪些？

紫薯的种植时间一般
是 2 月中旬。在 2 月中旬温
度在15℃左右时，可以出窖
育苗，先做好苗床，将种子
横放连接排在苗床上，行间
距5厘米左右，盖上细土，用
喷雾器将土喷湿，盖好地
膜，覆盖天膜，保湿保温，到
芽苗长到20厘米以上时，就
可以剪插到大田里去。

做种紫薯要求在 10 月
中下旬收获，对鲜食型紫番
薯延迟到11月上旬，必须在
打霜前收完。贮藏前要清
理薯窖，铲除表土与消毒，

入窖前紫番薯先晒1～2天，
使伤口愈合。贮藏期间，前
期注意通风降湿，后期注意
保温保湿。

紫薯喜温暖气候环境，
茎 叶 适 宜 生 长 温 度 为
18℃～25℃，低于 15℃时停
止生长，块根最适生长地温
为 22℃～24℃，低于 20℃时
停止膨大。紫薯属短日照
作物，需要光照充足、强度
大，生长期间适宜土壤水分
为田间最大持水量的60%～
80%。 （丁力）

■链接

紫薯什么时间种植？

宁陵

田间栽洋葱 扩宽致富路

速生杨很火
可以大量扩繁吗？

“2015年柳树的行
情太差了。好多人都
砍了当杆子卖，或者拔
了当柴烧。”这是在北
方一些地区听到的关
于柳树的议论。曾经
炙手可热的柳树，为什
么会变得如此廉价？
真的不能再种植柳树
了么？

走访中，不少资深
苗木经纪人都认同导
致柳树行情不好有两
个原因：一是存圃量过
剩，二是受到苗市低谷
的冲击。据了解，目
前，北方地区的柳树品
种有十几个，主要有速
生柳、竹柳、金丝垂柳、
绦柳、黄柳等，以速生
柳 和 竹 柳 存 圃 量 最
大。在这些柳树卖不
出的同时，馒头柳的存
圃量非常少，而且价格
比较高，特别是胸径12
厘米以上的苗子更是
奇货可居。馒头柳存
圃量少的主要原因是
这个品种长势相对较

慢，前些年老百姓为了
追求快速出圃销售，都
去种植长势速度较快
的品种，馒头柳这样的
老品种几乎没人种植。

那么还能种柳树
么？苗木专家认为，柳
树作为一个乡土树种，
不管是城市园林绿化，
还是乡村绿化，都是不
可或缺的。只是现在
的柳树种植结构有问
题，速生柳和竹柳存量
过大。对于此，首先要
主动地、积极地去库
存。苗农要认清形势，
能卖就卖，能换一分钱
就是一分钱，如此大的
存圃量，短时期内价格
是很难反弹的。至于
目前缺乏的馒头柳，也
不能盲目发展，可以适
量地种植一些，量少是
保持较高价位的重要
法宝。如果不讲规则，
盲目跟进，馒头柳也会
走速生柳和竹柳的老
路。

（李淑英）

柳树卖不动
真的不能种了吗？

既有销售模式
制约种企“触网”

种子特性更依赖传统渠道

传统转电商需要线下支持

依靠改造传统经销商来打
造线下支持体系，既需要看经
销商是否具有积极性，也要视
经销商的发展条件而定。

鉴于自身并没有经销商队
伍，阿哥汇战略性地选择了与
北京奥瑞金种业进行合作：从
奥瑞金300多个县级代理商，
10万多个乡镇村级零售商群体
中筛选一批基本符合阿哥汇电
商发展要求的经销商，由阿哥
汇对其进行培训并统一管理，
促使经销商转型成为其线下服
务商。成为线下服务商后，服

务点和农技员就不像做经销商
时那么“自由”了。电商企业每
年都要对其进行考核，服务质
量不达标的，将面临被“踢出
局”的可能。

“一般情况下，只有30%的
传统经销商能通过筛选。”北京
士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市场总
监封军告诉记者。

那些没有进入线下服务
体系的 70%呢？任何企业都
不会贸然地放弃传统经销
商。“他们的产品以及市场份
额我们是不会去碰的。”韩庚

瑞说。
但是，种业电商毕竟是大

势所趋，“不去碰”并不意味
着传统经销商未受到丝毫冲
击。与阿哥汇线下服务商相
比，传统经销商拿到的种子
出厂价一定会更高一些。对
这 70%来说，更为关键的是，
种企新产品只会从阿哥汇的
渠道推出。对种子这类生命
周期一般较短的产品而言，
这无异于要了传统经销商的
命。

（李飞 王澎 李国龙）

种业电商利润空间将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