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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会客厅”

为民解心结

“欢迎新来的网
友，这是一条12.5咪
(mm) 的草莓晶手
串，完美度很高，售
价是10800米(元)。”
11月16日，东海县
牛山街道望烟村的
一处民宅里，直播工
作室合伙人兼主播，
34岁的东海白塔埠

人陈旭正对着手机镜头，向抖音直播间的网友
介绍水晶手串。他的面前，琳琅满目摆着吊
坠、戒指、手镯等水晶饰品。

连续播了两个小时，另一位主播替换陈
旭，他才来得及喝上一口水，润润嗓子。“我三
年前去‘翡翠之乡’云南瑞丽做翡翠生意，干过
实体，当过主播。今年6月份，听说家乡也要
开抖音的直播基地，我立刻带着几个主播回来
了。一是想回家，二是我相信东海的水晶，也
能做得像瑞丽的翡翠一样好。”

陈旭称得上东海的“晶三代”，外公外婆在
地里挖水晶，加工水晶眼镜。之后，陈旭的小
姨和舅舅也开了店铺卖水晶，到了陈旭，他整
天考虑的，是如何把东海水晶通过网络更好地
销售出去：“在瑞丽，几十上百万元的翡翠都是
通过直播间销售，水晶，我也要做高端产品。”

目前，东海水晶电商领域主要以几十、几

百元的低端货为主，大多网店、直播店都是靠
走量赚钱。但陈旭觉得，水晶是连云港一张靓
丽的名片，大量具有艺术性、宝石级的产品，值
得让更多的人知道，他想要改变网上消费者对
水晶是便宜货的刻板印象。

对陈旭的想法，周围人都觉得是天方夜
谭。9月份入驻东海抖音基地开店直播，开始一
个月卖的还没有现在一天卖的多。“我采取循序
渐进的方式，从水晶中相对便宜的紫水晶、粉水
晶起步，也选择千元左右的高档货，逐步过渡到
万元、数万元的产品。”9月底的一天，他尝试上
架了一件23800元的水晶吊坠，因为包裹了碧
玺，尤显珍贵，没想到，第二天这件吊坠便被一
个新粉拍下。“我立刻有了信心，市场上还是有
人欣赏高品质的东西。”陈旭激动地回忆。

陈旭一门心思扑在直播间里，整天琢磨如
何提升直播间的气质、培训主播、定位产品，如
今，他的直播间已经小有名气，11月12日一
天销售额就突破十万元。陈旭的直播间能卖
高档货，这个消息，传遍了东海水晶城。

干直播是个辛苦活，每天睁开眼睛就是直
播配货、打包、备注、处理顾客需求……陈旭
说，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现在不拼，什么时
候拼？”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本报记者 吉凤竹 本报实习生 胡阳梅

本报通讯员 龙步青
摄影：胡阳梅

陈 旭：

“晶三代”，让网友知道东海水晶是有品质的

“我从四会回来”“我从瑞丽回
来”……这是笔者采访东海电商时
经常听到的话；“我从南京回来，他
是我的创业伙伴，从苏州回来”……
这是笔者采访赣榆电商时经常听到
的话。在赣榆区乡镇工作的一位负
责同志欣喜地说：“这么多年培养大
学生出去，电商起来，总算是看到

‘回头’人了！”
连云港市商务局提供的数据显

示，2020年，全市电商网络零售额预
计突破550亿元，较去年同期涨幅超
过30%，目前，全市线上企业7000多
家，网店约9.2万家，从业人数80多
万。近年来，连云港市抢抓电商发
展的机遇，多措并举，为电商发展提
供了肥沃的土壤，电商产业日益成
为市域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一根网线，拉近了时空距离，让
港城与全国各地处在同一条起跑
线。多年以来习惯于外出闯荡的年
轻人，欣喜地发现在故乡也可以创
业。而随着赣榆海鲜，东海水晶、鲜
切花，灌云情趣内衣等特色产业的
兴起，很多在外的创业者，觉得故乡
的环境还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一位
从瑞丽回来的年轻人告诉笔者，瑞
丽是全国最早搞珠宝电商的，现在
东海的条件不比瑞丽差。

创业条件的改善，是政府和民间
两个轮子同时发力的结果。最近几
年，市政府主导的电商节，县区政府
组织的电商培训和产业孵化，渔民、
花农、商贩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迭
代努力，天马等龙头电商的拉动，电
商协会等社团组织的培训、互助，一
起形成了港城独特的电商交响。

当港城电商品牌叫响全国，当
软硬环境不断改善，当固有开放港
口优势不断放大，回乡创业，正当其
时。呼唤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创业！
各级政府也会不断改善条件，让他
们在故乡获得更大的发展。

程长春

回 乡 创 业
正 当 其 时

电商潮涌电商潮涌，，港城青年创业新战场港城青年创业新战场
大众创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万众创新。。电商发展浪潮奔涌电商发展浪潮奔涌，，吸引带动了一批又一批青年返乡创业吸引带动了一批又一批青年返乡创业。。让我们走近这些返乡创业的年轻人让我们走近这些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听听他们的故事听听他们的故事。。

11 月 11 日下
午，记者见到张坤
时，他走路带风，背
着双肩包，身穿牛仔
服、运动鞋，赶到位
于赣榆经济开发区
的电商库房查看“双
11”销售情况。“目
前，仅寿司海苔就卖
出了五六万单，预计

全天订单量能突破十万。”张坤说，这里备了海
苔、酱料、速食面、冻品等两千多个品种、十多
万箱的货物。30多个客服接单，50多个工人
麻利地打包，送货卡车、快递车繁忙进出。

2013年开始接触电商，7年过去，32岁的
张坤已是家乡电商界的“达人”，在淘宝、天猫
开了3家店，以销售紫菜为主，年产值近亿元。

2011年，张坤从天津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
贸易学专业毕业，先是在天津的银行工作了一
段时间，后又在建材市场跑生意，发现都不适合
自己。这个“大男孩”有自己的爱好——喜欢玩
淘宝，被淘宝先付款后发货的新鲜买卖模式吸
引，他决定返乡，尝试做淘宝电商生意。“我父母
在沙河镇开米厂，所以我最初卖的是五谷杂粮，
但生意不好。”分析天猫后台数据后，张坤发现
其中有一个赣榆本地特产——紫菜的转化率很

高。发现了商机，张坤立刻决定转向紫菜销售。
赣榆的海岸线非常适合条斑紫菜的繁殖

生长，还拥有全国最大的条斑紫菜交易中心，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一开始，张坤并没有
熟悉的厂家，他就搜别人的产品，根据图片上
的地址和电话，找到本地生产厂家购买成品，
生意越做越大。2017年，赣榆区政府号召：有
工厂的企业做电商，有电商的企业做工厂。张
坤积极响应，投资300多万元，建起紫菜加工
厂自产自销，利润比以前提高了15%。

“最开始，我完全不懂紫菜。跌了好几个
跟头以后才知道，紫菜的学问很大，不能买到
死斑菜，而且我们的紫菜主要用来做寿司或紫
菜包饭，需要有韧性，割第三茬的紫菜最适
合。”张坤说，立足本地，他不需要像其他厂家
那样囤货，资金流压力小了很多，在发展的过
程中，政府也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各种培训班、
优惠政策层出不穷。

公司从1个人发展到80多个人，从年销
2000箱紫菜到如今年销8000箱紫菜，张坤
的电商生意越做越大，也带动了身边很多人
就业。在继续做好传统电商的同时，张坤也
在积极组建自己的直播团队，“赣榆电商大环
境很好，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我希望为家乡做出自己
的贡献。”

张 坤：

自建工厂网络销售，小紫菜造就亿元大商户

赣榆区海头镇
是中国海鲜电商直播
第一镇，依托传统渔
业大村、苏鲁海鲜市
场的特色资源，小镇
吸聚了3000多名网
红，电商直播卖货年
销售额突破 50 亿
元。“作为一个海头

人，我很自豪，也想为家乡电商发展助点力。”
1988年出生的闫修峰曾在连云港市区经营了8
年的电商代运营公司，给500多个商家代运营网
店，深谙电商发展的关窍。看到家乡的电商发展
如火如荼，去年，他回到海头镇深耕电商产业。

“这一年，我们团队都在做市场调研，想深
入了解海头镇电商目前发展的整体情况以及
未来的发展空间。为了解网红主播这个职业，
我们前期免费孵化了50多个网红，申请了很
多直播账号，几十万粉丝、几万粉丝的账号都
有。我们发现，海头电商在飞速发展中存在很
多痛点：电商产业不够正规化、规模化，基础设
施不够完善等等。”闫修峰说。

在海头直播界，所有的网红主播们都面临
同一个问题，直播间的销售量与厂家库存之间

存在信息不匹配的矛盾。“在主播界，一个‘爆
单’，可能就是生死之间。无法掌握厂家的库
存，面对巨大的订单量，网红们很容易发不出
货，或者为了发货，无法考究产品质量的好坏，
造成大量的投诉，网红的口碑就被毁掉了。”闫
修峰说，“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们团队想
做的就是直播产业的配套服务，计划投资3亿
元打造易客乐极生态电商产业园，最大程度完
善主播后端服务保障，实现电商产品供应链标
准化、规模化。以后，主播只需要负责直播和
销售产品，视频制作宣传、产品供应、质量把
控、打包发货等等，都可以由我们来做。”

一切的设想，都需要空间来承载。紧挨海
头镇政府，有一块80亩的“黄金地块”，多家知
名企业都看中争抢，从电商产业的长远健康发
展出发，赣榆区政府选择了闫修峰的项目，对
此闫修峰满是感激，“我们想打造海头电商品
牌，为全网主播提供线上一站式云仓代发，让
国内外上游源头产品汇集海头，最终让海头由
线上海鲜中转站进一步拓展至全国电商线上
生鲜中转站。这条路注定很坎坷，但政府对电
商产业的大力扶持和科学规划，让我们团队很
有信心。正确的方向有了，向前冲，干就对
了！”闫修峰笑着说。

闫修峰：

瞄准痛点解题，助力海鲜电商直播发展

一头短发，妆容
精致，干练的周华是
东海县驼峰镇人，今
年33岁的她，从在
外闯荡的公司职员，
到触网直播亲自当
主播，现在又回到家
乡，办起直播工作
室，手下有了4名主
播，既做跨境又做国

内，生活丰富而充实。
“我2008年大学毕业后就在北京的互联网

企业工作，2014年又去了湖北的互联网企业，始
终感觉漂在外面，不踏实。”2017年，周华在工作
中第一次接触到直播的电商新模式，头脑活络
的周华立刻拉着自己的姨妹注册了淘宝账号。
卖什么呢？东海最有名的是水晶，“就是它了！”
找准了目标和方向，周华让姨妹从东海水晶城
拿货直播，自己在湖北操持后台的事情，短短一
个多月，做到了每天十几单生意。

“当时全频道做水晶直播的没有几家，是
一片蓝海，拿货翻上10倍也可以卖出去。”看
到如此巨大的机遇和前景，周华决定放弃月薪
两万元的工作，回家专心做水晶直播。

当时网络销售虽然已经兴起，但直播电
商还是个新鲜事儿，很多人不认可。她姐姐

说周华天马行空。想拉亲妹妹入伙，亲妹妹
嫌尴尬，面对镜头不知道说什么。去水晶市
场拿货，想先付货款，卖不掉再退，上年纪的
店主笑话她：“做直播露胳膊露腿的，肯定是
不靠谱的小孩。”周华只得压上大量资金，把
货品全部买断。

每天睡到中午11点，起床后匆匆吃口饭，
便赶到水晶市场备货，在45万平方米面积的
水晶城东奔西走，最后每人拖着四五十斤的石
头回工作室，从晚上8点开始，一刻不停播到
第二天凌晨2点，如果气氛好，播到5点天蒙
蒙亮也是常事。

辛苦的拼搏有了回报。“最高峰时，我们一
个月可以做到六七百万元销售额，一天1000
多单。”周华满是自豪，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感
受到东海电商环境的变化。“现在去市场拿货，
所有的商铺老板都特别欢迎我们，因为我们一
次可以卖掉他们一半的货，比他们守着店铺等
散客卖出的多得多，还有很多店主找上门来寻
求合作。东海在水晶城里成立了抖音电商东
海直播基地，更方便我们在本地拿货，在本地
直播，所以我立刻加入了。”

除了抖音，周华还在琢磨和大网红的自主
品牌合作，将自己的水晶直播生意再上一个台
阶。她坚信，直播电商是未来的趋势，而她，将
随势而动，不停探索电商新路子。

周 华：

随势而动，闯荡东海水晶直播商海

东海水晶电商直播户正在直播。
张开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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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水晶小镇淘宝直播基地里，主播们正直播带货。 张开虎摄

连云港今年举办电商发展大会暨首届5·18网购节。 连云港市商务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