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斤新鲜蔬菜包邮价只要25元
青菜、 莴笋、 萝卜、 芹菜、 包

菜、 杭白菜……六种市面上紧俏的
新鲜蔬菜， 共约 8 斤， 算上配送费
后 ， 只需 25 元 。 质优价低的蔬菜
礼盒在叶榭镇家绿农业专业合作社
开发的网络平台上甫一推出， 就大
受欢迎 。 “半天就卖出了近 2000

盒， 虽然这样的价格利润空间有限，

但既能帮助菜农卖菜， 也让市民享
受实惠 。” 合作社负责人张春辉表
示， 对于这样的销售业绩很是欣慰。

同样笑得合不拢嘴的还有新浜
镇菜农黄云根。 前些天， 他还在为
卖菜的事情一筹莫展。 在忧心疫情
的同时 ， 他也因为自家 68 亩蔬菜
滞销而发愁。 以往， 黄云根种的蔬
菜基本是通过菜贩运往浙江。 不过，

近期道路不畅， 导致这条销路也断

了。 “蔬菜不比大米白面， 一天不
收就老一天”， 眼看大片蔬菜就要烂
到地里， 黄云根一天比一天着急。

与黄云根遭遇相似 “卖菜难 ”

问题的还有附近一些散户菜农 。

“松江区规模大一些的蔬菜合作社一
般供应本地单位客户， 也有自己的
流通配送人员， 应对疫情防控， 他
们都进行了相应的生产安排和人员
调度。” 松江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蔬
菜科科长唐纪华告诉记者， 此次受
疫情影响较大的正是这些散户菜农，

他们种的菜一般由菜贩收购， 特殊
时期容易受到道路交通和流通人员
不足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大致
估算， 区内受影响的散户菜农种植
蔬菜面积大致在 3000 亩左右 ， 其
中新浜镇在 1000 亩左右。”

专业合作社介入解难买难卖问题
如何有效打通蔬菜产销渠道？为

此，唐纪华所在的蔬菜科专门协调两
家附近的合作社龙头，新浜镇新敏绿
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收”，叶榭镇家
绿负责“卖”，从而帮助缓解当地菜农
卖菜难问题。

散户菜农往往销售渠道相对单
一，面临不确定因素，应变能力相对
不足， 而大型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实
体、网络都有渠道，应对也就相应灵
活。 尤其是疫情防控非常时期，市民
都选择尽量居家隔离，绿叶蔬菜是市
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物资，去市场买又
担心发生聚集性疫情，因此，基本无
接触的网络渠道成为不少市民的买

菜首选。

“散户菜农平时盯着生产，懂网
络销售的并不多”， 唐纪华自然而然
就将眼光投向有网络销售经验的蔬
菜专业合作社。 菜农负责各自采收，

新敏绿负责收集并运送至家绿，打包
后经由家绿的网络平台进行销售。

一手抓生产的同时，还要一手抓
防疫。 佩戴口罩、车辆消毒是菜农们
的每日必修课。“争取都不能掉队，从
而更好保障蔬菜生产和供应。 ”唐纪
华介绍，目前由家绿、新敏绿牵头卖
菜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随着流通
环节的人员陆续返岗，蔬菜“难买难
卖”问题也有望进一步缓解。

“无接触”网购打通蔬菜产销渠道
松江区协调专业合作社介入

一方面， 市民蔬菜需求旺盛； 另一方面， 物流不畅导致浦南地区一些蔬菜

基地的新鲜蔬菜无法快速上市。 为缓解这一难题， 松江区相关部门近日专门协

调家绿、 新敏绿两家龙头专业合作社试行网络卖菜。

■ 上海各涉
农区已积极拓宽
供菜渠道 ，创新推
行蔬菜生产基地
采用直达配送套
餐制模式供菜。 当
前 9 个涉农区已
有 118 家合作社、

企业和基地推出
了蔬菜等农产品
套餐的订单配送
服务

■本报记者 王嘉旖 通讯员 李谆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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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马紧急调动货源保证供应充足

基地蔬菜供应量较去年增加 50%以上，

送货小哥不足问题也在缓解

本报讯 （记者占悦） 上海 “菜

篮子” 供应情况逐渐转好， 市民通过

线上线下渠道便捷地订购新鲜食品 。

记 者 日 前 走 访 了 位 于 金 廷 88

（KiNG88） 购物中心地下一层的盒马

鲜生超市 ， 发现蔬菜 、 水果等民生

商品供应充足 ， 基本能够满足市民

需求 。

“350 克一份的大白菜只需 3.8

元 ， 300 克一份的长杆茼蒿 4.9 元 ，

300 克一份的油麦菜卖 4.8 元 ， 350

克一份的上海青菜这两天还下调到

1.79 元 。” 店长彭海东介绍 ， 近期菜

价保持稳定 ， 四排货架与两排冷藏

柜中整齐摆放了 300 余种蔬菜 ， 市

民喜爱的种类应有尽有 。 盒马鲜生

近期还增加了天目春笋 、 打霜菜系

列 、 有机菜系列等品种 ， “最热门

的品种当属绿叶菜 ， 每天蔬菜销售

量达到 1 万份 ”。

客流量大， 店内员工每天都要补

货七八次 。 为了应对猛增的销售量 ，

盒马鲜生紧急调动上海周边 20 多个

蔬菜基地 ， 加紧采摘 、 包装和运输 。

相关数据显示 ， 基地蔬菜供应量相

较于去年增加了 50%以上 ， “我们

的生产基地比较稳定 ， 不会出现关

门 、 拿不到货的情况 ， 基本都能够

保障供应 ”。

从商店下单到商品配送到店， 一

般需要 24 小时 ； 目前许多高速通道

均加强了查控 ， 行车速度有所放缓 。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 ， 金廷 88 店提前

两个小时下单， 保证每天都能够准时

“上新”。

记者从盒马鲜生了解到， 已为上

海市民准备了 50 万份包装蔬菜与 80

吨的散装蔬菜。 接下来， 本地绿叶菜

供给量将进一步提高， 并陆续从山东、

云南、 福建等地调拨平均每天 100 吨

蔬菜， 保障上海蔬菜供给。

此外， 由于部分配送员回乡过年

未归， 人手相对短缺， 一些市民反映

“约不上配送小哥 ”。 对此彭海东说 ：

“市民无需焦虑， 不必过多囤货； 随着

越来越多员工回归岗位， 加上我们有

稳定的蔬菜基地， 未来几天供应情况

会越来越好。”

青浦2.2万亩绿叶菜基地日均可供600吨
本报讯 （记者薄小波 通讯员张

强） 青浦区目前绿叶菜种植面积在 2.2

万亩左右 ， 日均可供量 600 吨左右 。

作为全市最大的绿叶菜种植基地 ， 该

区表示 ， 将坚决打好疫情防控和市

场保供两场攻坚战 ， 竭尽全力稳价

格 、 稳 预 期 、 保 供 应 ， 保 障 市 民

“菜篮子 ”。

记者日前在位于青浦区的美晨合

作社净菜加工车间看到， 与往日不同

的是， 车间里每个人都统一佩戴着防

护口罩， 进出人员和车辆都要进行全

面消毒， 目前美晨合作社每天净菜配

送量达 20 余吨。

针对市民关心的疫情防控期间的

绿叶菜供应情况， 青浦区农业农村委

已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 一是对核心

基地的绿叶菜及时组织采收， 并与盒

马鲜生等新零售对接， 确保市场供应

平稳 ； 二是组织人员及时出地换茬 ，

抢种鸡毛菜等短期绿叶菜， 保障后续

货源充足。 青浦区农业农村委蔬菜站

将利用绿叶菜产业体系项目， 提前落

实青菜种子等， 分发到重点基地， 进

行抢种 ； 三是深入基地开展指导工

作，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指导合作社

员工做好自我防护， 确保人员健康安

全。

上午10时起，满载全国各地新鲜蔬

菜的大卡车鱼贯进入位于浦东新区的上

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 这里是上海市

农副产品供应主渠道之一， 日均交易额

超 4500 万元，日均交易量超 5000 吨。

“我们一直在积极联系上海几个主

要供应基地， 每天供应蔬菜品种超过

100 种。 ”上农批管理人员杨峻告诉记

者，蔬菜供应品种以市民喜欢的绿叶菜

为主，后续还会加大供应力度。

记者获悉， 上农批在常规对接江

苏、安徽、山东等 33 家蔬菜主供应基地

的同时，今年还加强了与云南、海南等地

反季节蔬菜的对接力度， 主要品种包括

黄瓜、大白菜、西红柿等。

此外，上农批绿叶菜的采购范围从

上海本地扩大至浙江、 江苏等周边地

区，力保蔬菜稳定供应。 “我们正积极采

购长三角区域的蔬菜，运输时间、成本更

可控之外，运到上海也新鲜。”他还透露，

将加大对云南、 广西等地紧俏蔬菜品种

的采购力度，让市民“菜篮子”更丰富。

猪肉供应方面，上农批一直是上海

市场的“主力军”。 今年春节前，该市场

不仅加大了与各省市肉类加工企业的

联系 ，还加大了与河北 、河南 、山东等

80 余个产地的产销对接力度。 同时，该

市场还与场内肉类经营户签订供货合

约，以保障来货正常、供应充足。 “猪肉

目前可以基本保障供应，每天在 800 头

左右， 我们还会在全国范围内积极调

货。 ”杨峻说。 （本报记者 唐玮婕）

江桥批发市场
日均进货量逾 5700吨远超预计

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
“肉基地”加大产销对接力度供应稳健

龙上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留守商户比往年多一倍，夜间不打烊

地处上海市郊的嘉定区有着本市

最大的一级蔬菜批发市场———江桥批

发市场。这里承担着全市 60%至 70%的

蔬菜供应，堪称上海市民的“菜篮子”。

一大早，从全市各区赶来的二级批

发商们早早等在市场内，等待选购第一

批优质蔬菜。 在 2 月 10 日的上午，到

10 时之前， 就共计有 204 辆运菜车进

入市场，经营商户数量明显高于春节期

间。这些运菜车售卖包括大白菜、土豆、

长白萝卜、卷心菜等在内的多种蔬菜。

从江桥批发市场近几天的数据来

看，市场进货量日均 5700 吨以上，已远

远超过此前预计的 5000 吨，蔬菜供应

能力充足。 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

于受疫情影响， 许多经营商户都没有

返乡过年，一直在市场经营。 春节假期

后， 其他经营商户也已陆陆续续提前

返回市场经营。 因此，目前市场供应处

于正常范围，价格也较为稳定。

记者了解到，此前略有上涨的大白

菜价格已回落至 0.7 至 0.8 元/500 克。

江桥批发市场市场部经理王文明表示，

在疫情防控措施升级后，为力保市场供

应，他们已经从江苏、河南等省的蔬菜

基地紧急调运，以平抑大白菜价格。目

前，大白菜价格已处于平稳区间。此外

土豆价格 1.2 至 1.8 元/500 克 、 长白

萝卜 0.7 至 0.8 元/500 克 、卷心菜 0.5

至 0.6 元/500 克等也均与节前基本持

平。

（本报记者 王嘉旖）

“我们在节前就启动了相关预案，

目前市场各类商品供应充足，大部分蔬

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刚刚结束

一轮商户巡查，上海龙上农副产品批发

市场负责人夏冰冰回到办公室，来不及

抖落身上的寒气，又查看起各类进货商

品价目表。

位于北翟路上的上海龙上农副产

品批发市场 24 小时营业 ， 守护着闵

行、长宁两区超过三分之一市民的“菜

篮子”，并辐射周边的青浦、嘉定等区，

是许多饭店和农贸市场批发拿货的首

选地。

记者走访发现， 这里目前照常营

业。 步入市场内，肉类、蔬菜、水果应有

尽有。上海人购买频次较高的大白菜零

售价在 3 元/500 克、青菜 4 元/500 克、

西兰花 3.5 元/500 克 、 生菜 4 元/500

克 、韭菜 5.5 元/500 克……“家里囤了

不少肉，再来买些蔬菜。 ”附近居民陈

先生戴着口罩，专门前来采购。 他告诉

记者 ，这里蔬菜新鲜 、价格实惠 ，品种

也多。

与往年相比，市场里留守的商户多

了一倍。白天，有 140 余家商户营业，夜

间批发时段仍有 60 余家商户坚守。 龙

上批发市场目前每天入货量约为 400

吨，各类菜品供应充足。“年初三起已有

不少返乡商户回沪陆续开工，供应量比

去年同期增加一倍以上。”夏冰冰预计，

其他商户恢复营业后，供应能力将进一

步提升。 （本报记者 周渊）

多措并举保证供应，市民“菜篮子”拎得稳

▲茛荩

在沪上各大

超市商场 ，

主副食品货

源 供 应 充

足， 品种丰

富， 新鲜安

全， 可以满

足市民日常

消费需求。

本报记者

袁婧摄

■ 疫情发生以来 ， 各大生鲜电商平台订单量激
增 ， 同比增长 50%。 对重点电商平台的监测数据显
示， 电商平台在上海每天订单数约为 50 万单， 销售
猪肉约 150 吨 、 蔬菜约 500 吨 。 在商品供应方面 ，

上海支持企业加强与上游的供应商合作， 充分挖掘生
鲜食品的供给资源

从左至右依次为：

江桥蔬菜批发市场内， 批发商从

车上卸下白菜。 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在浩丰果蔬专业合作社， 菜农抢

收绿叶菜， 准备向盒马鲜生等超市供

应盒装蔬菜。 本报通讯员 庄毅摄
徐汇长桥铭言菜场内， 市民选购

蔬菜。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沪上超市商场食品货源供应足。

本报记者 袁 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