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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地经销商计划投资保定市场
优先发展连锁超市统一配送和净菜进京业务 构建环首都农产品流通圈
关注菜篮子
走进新发地
首都工商视点
两年前，北京新发地河北高碑店分市场开门营业；半个月前，北
京新发地盐山分市场奠基；11 月 9 日，新发地市场董事长张玉玺又
带领新发地核心管理人员及经销商大户，前往河北保定市工农路批
发市场实地考察。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北京新发地“内升
外扩”发展战略少不了河北这个“小伙伴”。“保北京，调结构，促发
展。 ”张玉玺说，北京新发地将构建环首都农产品流通新格局。

新发地“大户”计划投资保定

张玉玺表示，建设和发展好
一个批发市场，需要具备四个条
件：一是处于城乡结合部，二是交
通便利，三是有自发的市场基础，
四是离核心消费区的行程不超过
一小时。这四方面条件保定工农
路市场正好都有。
该市场还有着非常良好的
自发基础。据悉，保定工农路市
场成立于 1984年，是我国最早
一批综合性农产品批发市场，
保障保定市 90%以上的农产品
供应，长年辐射大同、乌兰察
布、张家口、天津、石家庄、衡
水、沧州等大中型城市和地区，
与上海曹安批发市场、北京大
钟寺批发市场、内蒙古集宁市
场同属早期大型批发市场，在
很长一段时期内，曾发挥了重
要的保障农产品供应的作用。
2003年“非典”期间，北京蔬菜

供应告急，保定工农路市场第
一时间将 十 多 车 蔬 菜 发 往 北
京，随后连续数日，每天 300多
吨蔬菜供应北京，有力地保障
了北京特殊时期的蔬菜供应。
2015年，市场进行了升级改
造 ，目前主体工程和配套设施已
基本完工。市场总占地面积达 24
万平方米，以蔬菜、果品两大品类
为主，规划交易大厅 26座、封闭
大厅 6座、5000吨位级冷库两
座，可容纳商户 500家，间接带
动就业人员 2万人，可实现年交
易额 50亿元。
张玉玺介绍说，前来参观的
北京新发地数百名经销商“大
户”，都准备在保定工农路市场进
行再投资，设立运营分支，既可以
更加稳定地保障首都农产品的供
应，又能有效地服务雄安新区，推
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

东城试点公示消费者维权信息
试点企业公开接受消费者监督 投诉量大幅减少
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消费维权信息一直属于工商部门的“内部资料”。但随着
工商部门积极探索信用监管模式， 以前仅内部传阅的消费维权信息也开始向社会公
示。 东城工商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尝试在教育培训方面将消费投诉信息数据公示，实
现了试点企业的“零投诉”。

建立消费纠纷快速和解机制

幸福大街工商所辖区的
宝达大厦紧邻北京第五幼儿
园、蓝天幼儿园、板厂小学、
五十中学、广渠门中学、汇文
中学，这里的入驻企业也以
教育培训为主，共入驻文化
教育类经营主体 32家，其中
企业 30家、民办学校 2家，
基本形成了以幼儿、学龄文
化艺术培训为特色的教育聚
集群。
各类企业在经营过程中
虚假宣传、夸大服务承诺、预
收服务费突然跑路等乱象层
出不穷，如何及时掌握这些

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变被
动监管为主动防控，提升监
管的有效性和主动性，切实
维护低年龄消费群体的合法
权益？为此，幸福大街工商所
多次进驻大厦，结合消费纠
纷典型案例和 12315投诉举
报数据分析，向经营者宣讲
法律法规，规范主体经营行
为。同时，工商所与大厦物
业、入驻企业负责人多次进
行会商，探讨建立完善的消
费和解机制。
去年 3月，在东城工商
分局的指导下，龙潭街道华

城社区、宝达大厦物业以及
大厦入驻企业三方共同签署
了 《宝达大厦诚信联盟公
约》，建立了“消费纠纷快速
解决绿色通道诚信联盟”。在
发生消费纠纷时，由华城社
区在第一时间介入消费环节
纠纷的解决与指导，引导企
业自律诚信守诺，快速和解
消费纠纷，及时化解消费风
险。这是全市首家工商部门
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的绿通
联盟，为消费纠纷和解开辟
了一条新的工作途径，实现
了投诉解决“微循环”。

公示企业被投诉信息 由消费者监督
优化农业结构 助当地农民增收

北京的农产品供应属于输入
型的，90%的农产品都从外地运
进京城。为了保证供应，从 2009
年开始，立足京城的新发地市场
加快了向外走的脚步，目前已经
在内蒙古、海南、山西、河北、甘
肃、河南、安徽等地建立了 15家
产地市场和 300多万亩农产品
基地。
张玉玺告诉北京晨报记者，
保定工农路市场和北京新发地
市场一样，都属于销地市场，通
过升级改造、创新发展后，农产
品品类将极大丰富，消费者的选

择也更加多样。为了加强“最先
一公里”，新发地市场在河北省
投资建设了 28个标准化生产基
地，总面积达到 150万亩。同时，
将带动保定市及周边区域农产
品流通企业集聚发展，调整农业
结构，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河
北省有很多国家级贫困县，我们
在保定工农路市场的投资将有
效带动河北部分农业结构优化
调整，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同时，
也是对党的十九大关于精准脱
贫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张玉
玺说。

优先发展超市配送和净菜进京业务

据介绍，此次实地考察过
后，大批新发地优质经销商准备
在保定工农路市场“开辟新领
地”，以流通模式创新为核心，推
动农产品一、二、三产业融合，构
建低成本、高效率、惠民生的新
型农产品流通体系，实现从生产
基地到消费终端全产业链的精
准对接。
北京新发地的经销商“落户”
保定市场后，将优先发展农产品
连锁超市统一配送业务和净菜进
京产业，强化“最先一公里”，解决
“最后一公里”，促进绿色消费，倡
导低碳生活，建立从生产基地到
居民餐桌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

张玉玺透露，北京新发地非
常希望与保定工农路市场携手共
建新发地在河北省的第三个市
场，与沧州盐山市场形成保障首
都农产品供应的“黄金三角”，共
同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实
现农产品资源的优化配置。“无论
新发地市场到任何地方开辟新市
场，都要带着经销大户，有了这些
经营大户的率先入驻，市场便可
以快速发展起来，所以合作时要
有好的招商政策和扶持力度。”张
玉玺说，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将市
场发展壮大，再现保定工农路市
场“昔日的光辉”。
北京晨报记者 陈琳

为了更好地利用信用监
管手段，提高社会共治和信
用约束效能，在该联盟运行
一年的基础上，今年 3月，东
城工商分局在宝达大厦挂牌
启动了“宝达诚信联盟信息
公示平台”，并规定，在宝达

大厦内从事教育培训的企
业，应当遵守《宝达大厦诚信
联盟公约》，遵守消费纠纷快
速和解的流程和时限，履行
企业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在
纠纷产生后未能及时解决
的，由工商部门在大厦内电

子显示屏公示未解决的投诉
和举报信息，由消费者进行
评价监督，并定期通报情况，
实施“消费维权信息披露”；
对无理拒绝和故意拖延的予
以查处曝光，记入企业信用
公示。

试点企业投诉登记量直接降到零

据悉，通过“绿色通道联
盟”和“消费维权信息披露”
这一双向信用监督机制的
落地，幸福大街工商所接到
的针对宝达大厦内入驻企
业的投诉大幅减少，消费纠
纷多数由企业与消费者自
行和解，消费者的诉求能够
在第一时间得到解决。而自

公示平台启用以来，宝达大
厦入驻企业的投诉登记量
更是直接降到了零，成效极
其显著。
除了宝达大厦的消费维
权信息披露机制以外，东城工
商分局还在王府井大街、前门
大街、南锣鼓巷等 11个特色
街区实现了“消费环节经营者

首问”和“赔偿先付”这两项维
权制度全覆盖。东城工商分局
表示，将总结宝达大厦成功经
验，结合各工商所辖区实际情
况，进一步研究制定各种行之
有效的消费纠纷处理机制，及
时化解消费纠纷。
北京晨报记者 陈琳
通讯员 何筱强

专家市民选出今冬五种最好吃甘薯
北京晨报讯（记者 肖丹）

或蒸或烤，甘薯是冬天最绵甜
的味道。日前，由北京市农业
技术推广站和粮经作物产业
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联
合主办的 2017年“品优质甘
薯，享健康生活”优质甘薯推
介会，在昌平区小汤山特菜大
观园举行，来自国内 18个品
种的甘薯，接受专家和市民代

表打分，评选出今冬 5个甘薯
优良品种。
这 5个品种分别是“遗字
138”“烟薯 25”“济薯 26”“心
香”和“普薯 32”，其中“烟薯
25”和“心香”成为市民票选出
的两个最好吃的甘薯品种。这
些品种口感绵糯香甜，胡萝卜
素含量达 8.16毫克 / 100克，
储藏时间也比普通红薯长 5

到 8个月。据介绍，“ 遗字
138”“烟薯 25”“济薯 26”“心
香”4个甘薯品种为“高级定
制”品种，更加适宜京郊种植。
来自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数
据显示，2016年全市甘薯种
植面积 2.07万亩，主要集中
在大兴、密云、房山，单产
2115.7 公斤 / 亩，甘薯贮藏
增值近 5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