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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袁共享充电宝两大品牌野街
电冶和野搜电冶正式宣布合并袁共同组
建全新的集团公司袁彻底打破野三电
一兽冶格局袁成为绝对的行业领军者遥

2017 年的疯狂融资后袁 这是共
享充电宝行业鲜有的又一次吸睛时
刻遥

根据双方最新披露的信息袁集团
注册用户将超 3.6 亿袁日订单峰值高
达 300 万单/天袁市场份额行业第一袁
三大核心数据均遥遥领先竞争对手袁
稳居行业第一遥业内人士直言院野街电
和搜电的强强联合袁是共享充电宝行
业首次重量级的商业合并袁必将成为
行业里程碑式的事件遥 冶

据悉袁双方将保留各自品牌和业
务独立运营袁并在点位布局尧商业模

式尧市场开拓尧软硬件技术和供应链
探索等诸多层面加强优势互补和战
略协同遥

目前袁街电实现了对全国 95%的
城市覆盖袁 搜电则陆续进驻了 30 余
个海外国家及地区曰精于直营模式和
运维管理的街电袁在一二线城市有着
较高的场景渗透率袁而作为代理模式
倡导者的搜电袁在三四线城市下沉市
场拥有超 90%的覆盖率曰 与此同时袁
搜电自建工厂探索全产业链布局所
带来的成本和质量控制优势袁也将有
效传导至街电一侧袁实现野1+1>2冶的
价值创造遥

谈及此次合作袁 街电负责人表
示院野搜电在自主供应链和代理网络
方面的优势业内少有袁街电更是拥有

成熟的运维管理经验和良好的用户
口碑袁集团在成本控制尧盈利能力和
产品差异化等方面的领先优势将愈
发凸显遥 冶搜电负责人也认为院野双方
优势互补袁合并后必将大有作为遥 冶

伴随 5G 技术商用尧物联网产业
的崛起袁以及跟生活服务领域的深度
嫁接袁野共享充电宝+冶显现出强劲生
命力袁行业蛋糕也随之越做越大遥

在业内人士看来袁占据规模和供
应链优势的野双电组合冶袁将进一步简
化市场格局袁推动行业升级袁为消费
者提供更便捷尧高效的充电设备借还
服务袁 合并后所拥有的庞大用户规
模尧密集多元的点位分布袁将作为优
质线下引流渠道袁为其创造更多的商
业变现价值遥 秀峰

日前袁 总投资 20 亿元的一批冷
链物流骨干网设施在江西正式投入
营运袁构建起城市尧县尧乡村三级网点
即配即送模式袁让城乡居民能更方便
地吃到新鲜食品遥

一大早袁江西余干县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的鱼塘里袁养殖户琚德进已经
开始起水打捞甲鱼袁40 多分钟后出水
的甲鱼运到了鄱阳湖农商市场遥

野以前我们很早就要送一批甲鱼
到市场袁而且是小批量多次送袁现在
我们一周送两次就够了袁因为市场上
有冷库可以帮我们存货遥 冶琚德进说遥

鄱阳湖农商市场是江西最大的
水产品交易市场袁每天都有上万吨的
水产品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遥 该市场
的经营户章建富把刚收来的甲鱼一
部分装车运往城市袁一部分立即放入
冷库遥

野以前没有冷库袁 我们只能一次
性在外地进货两三百斤袁卖不了多少
时间袁就会有死亡损耗袁现在有冷库
了袁我们一次性可以进两三千斤鱼遥 冶
章建富说遥

上午 10 点袁 江西供储物流有限

公司一箱箱新鲜的食材被陆续装上
冷链物流车遥 中午时分袁这批新鲜的
货品就在南昌等地摆上各大商超的
货架遥 据公司副总经理蒋磊介绍袁目
前公司冷库总面积大约为 2500 平方
米袁 单个冷库的储存总容量能达到
5000 吨遥

生鲜农产品配送+冷链物流体系
建设袁 是供销合作社深化综合改革尧
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袁是解决农
产品上行野最先一公里冶和工业品下
行野最后一公里冶问题的有益途径遥 近
年来袁供销全系统积极参与野农产品
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冶袁
通过成立专业化冷链公司尧加大项目
建设力度等方式袁加强冷链物流基础
设施建设袁大力构建以冷链物流为核
心尧多种形式共同发展的现代农产品
流通网络遥

江西尧广东等省级供销社超前谋
划袁狠抓项目袁在冷链物流建设方面
走在前列遥 江西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党组书记尧 理事会主任李晓刚说袁
2019 年 7 月以来袁江西省供销联社在
全国供销系统率先打造城乡冷链物

流骨干网袁 提出了全链条无脱冷尧绿
色节能环保尧5G 物联智配 野三结合冶
的建设新标准袁采用冷链仓储尧农批
市场尧商住配套融合发展的建设新模
式袁计划 5 年内投资 115 亿元袁建设
120 万吨冷冻冷藏库容尧配置 2000 辆
冷藏车尧搭建全省冷链大数据智慧平
台遥

野全系统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初见
成效遥 冶在2020 年 7 月召开的供销合
作社冷链物流暨农产品市场建设电
视电话会议上袁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党组成员尧 理事会副主任邹天
敬介绍袁2019 年袁中国供销集团加快
产业整合袁 组建成立了中国供销冷
链物流有限公司遥 截至 2020 年上半
年袁 全系统拥有冷链设施的企业达
2523 家袁冷库总库容 1410 万立方米
渊折合 546 万吨冤袁 冷藏车 3603 辆袁
较 2018 年分别增加了近 1200 家尧约
300 万立方米 渊折合 113 万吨冤和
2208 辆袁实现了较快发展曰各类在建
项目冷库设计总库容达到 702.8 万
立方米遥

张军建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近日组织抽检饼干尧 餐饮食
品尧调味品尧食用油尧食品添加
剂等 24 类食品 1879 批次样
品袁合格样品 1857 批次袁不合
格样品 22 批次遥 其中袁重庆天
国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两批
次植物调和油不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规定袁均检出乙基
麦芽酚遥

有记者了解到袁此次抽检
的两批次植物调和油袁均添加
了乙基麦芽酚遥乙基麦芽酚是
一种香味改良剂尧增香剂袁是
烟草尧食品尧饮料尧香精尧果
酒尧 日用化妆品等良好的香
味增效剂袁 对食品的香味改
善和增强具有显著效果遥 然
而袁 过量食用乙基麦芽酚会
对肝脏有影响袁 可能会导致
头痛尧恶心尧呕吐等遥 一些不
法商家利用乙基麦芽酚价格
低廉的特点袁 在食用植物油
中掺入调香尧 调色袁 以次充
好遥 为防止这种现象袁叶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
用 标 准 曳 渊GB2760 -2014冤 规
定袁食用调和油中不得使用乙
基麦芽酚遥

本次抽检不合格调和油
商家包括院万州区五桥谭绪明
食品经营部销售的尧标称成都
二牛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蒜
油渊调味油冤的过氧化值不符
合产品执行标准要求曰重庆市
合 川区南办处六角丘 市场
103尧105 号摊位销售的尧标称
重庆天国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植物调和油渊调和黑芝麻香
油冤的乙基麦芽酚不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曰合川区嘉
隆购物中心销售的尧 标称重庆天国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植物调和油 渊黑芝麻小磨风
味冤 的乙基麦芽酚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规定遥

其他抽检不合格项目还包括二氧化硫
残留量尧过氧化值渊以脂肪计冤尧酸价渊以脂
肪计冤尧大肠菌群尧山梨酸及其钾盐渊以山梨
酸计冤等袁涉及食品包括瓜子炒货尧腊肠尧零
食等遥 此外袁还有一批次油条尧手工红薯宽
粉样品铝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规定袁 一款高梁酒样品固形物不符合国家
标准规定遥 刘文新

春茶上市早
目前价不低

笔者日前走访天津茶叶市场了解到,
春茶已经陆续上市,受多因素影响,今年茶
叶的价格有所浮动遥

笔者在天津多家茶叶连锁店看到,新
上市的西湖龙井尧黄山毛峰尧安吉白茶等各
类春茶被摆在店内明显位置遥 在老字号正
兴德,销售人员告诉笔者:野刚到的西湖龙井
分为不同档次, 价格在每 500 克 2500 元至
7800 元遥 今年的明前茶虽然目前价格略高,
但是有不少市民会买一二两 (50 克或 100
克)尝鲜遥 冶

天津茶业协会秘书长谭肇荣介绍,今
年春茶上市时间相对比较早, 产自浙江的
大佛龙井尧安吉白茶,福建的绿毛峰,四川的
竹叶青尧 蒙顶甘露以及海南部分早春绿茶
3 月已陆续大量来到天津遥 今年西湖龙井
在 3 月下旬全面开采, 首批西湖龙井也已
于 3 月下旬抵津遥

据悉, 今年福建春茶采摘时间较早,受
疫情和用工成本影响,茶叶价格有所上涨遥
专业人士表示,随着产量的增加,西湖龙井尧
江苏碧螺春等茶叶的价格会逐渐亲民,尤
其清明节后, 各中低档西湖龙井将陆续上
市遥 王绍芳

近日袁 山东省无棣县市场监管局通过无公害化处理袁 集中销毁假冒伪劣商品
5730 余件袁货值 17.65 万元遥 郭 虹 刘娜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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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新鲜食品送到百姓餐桌

共享充电宝行业再次吸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