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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菠萝的“天赋型选手”
在分级销售、品牌营销、标准化种植等“后天努力”下，产业日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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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菠萝行情走俏
上过薇娅直播间，“C位出圈”成“网红”水果

“菠萝采摘已经有一周的时间，村里主要
种植‘金钻’凤梨，我们每天早上7点到地里
干活，晚上6点收工，有时还要加班哩！菠萝
卖得好，我们多劳多得，一天能挣200元！”3
月17日上午，16名工人带着草帽正在多蓬
下村的菠萝种植基地里忙着采摘，村民周琼
燕边干活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而在主要种植“巴厘”菠萝的万宁市龙滚
镇，今年的行情同样看涨。“今年的上市价格
创历年新高，好的菠萝卖到3元/斤，农民增
收了！”龙滚镇多格村党支部书记曾才说。

不仅销售红火，海南菠萝的销售渠道也
愈发多元化。“这几天，很多来自全国的采购

商都驻扎在澄迈县，3月份的货现在已经订
完了，收购价基本在5元/斤到6元/斤。”澄迈
县凤梨产业协会秘书长王恒介绍，近年来，澄
迈凤梨品质不断提升，销售市场也从江浙沪
一带逐渐扩大，在华北、西南、西北地区的新
市场，以及永辉超市、家乐福等一些大型超市
都占据了一席之地。

此外，协会种植的1万亩凤梨，还与天
猫、京东等线上平台合作，许多电商公司驻扎
在当地订货。“去年，‘网红’主播薇娅直播带
货凤梨时也和我们订货，直播一个礼拜订货
8万箱，每箱5斤至10斤，海南凤梨‘C位出
圈’，成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水果。”王恒说。

3月17日，在临高县临城镇
多蓬下村的100亩菠萝地里，来自
湖北鄂州的采购商刘应坤顶着烈
日来收购“金钻”凤梨。“近段时间
我们天天被追着要货，发货单一经
线上发布，湖北市场终端就已经卖
完了！”刘应坤感慨道，今年海南的
高品质凤梨迎来了好行情。

海南是中国种植菠萝的优势
产区。目前全省共种植菠萝约25
万亩，主要分布在万宁、琼海、海
口、文昌、定安、昌江、澄迈、临高等
市县。海南的菠萝品种中，除了传
统的“巴厘”菠萝，还有近年引进的
“金钻”“甜蜜蜜”等凤梨新品种，总
产量常年稳定在50万吨，产值超
过15亿元。

连日来，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了解到，今年海南菠萝销售行情
较好、供不应求，其中“巴厘”菠
萝的收购价为2元/斤，“金钻”
“甜蜜蜜”等凤梨新品种收购价
达到5元/斤至6元/斤，均创近年
新高。好行情将给海南菠萝产
业带来什么新机遇？又将给海
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发展带
来哪些新启示？

今年海南菠萝丰产又丰收，但也有
业内人士看到，海南菠萝的品种结构仍
较为单一、老化，成为影响海南菠萝产业
升级的主要因素。

据悉，在海南种植的25万亩菠萝
中，凤梨新品种的种植面积约有5万亩
至6万亩，传统品种“巴厘”菠萝占比更
大。新旧品种之间价格存在一定差距。

“不同的菠萝品种适合不同的消
费群体，‘巴厘’菠萝相对平价一些，且
海南农民更熟悉，管理技术掌握较好、
管理成本较低。凤梨新品种价格更
高，在口感、外形上表现更佳，但种植
技术门槛高，前期成本投入大。”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产业
经济研究室主任金琰说。

那么，海南菠萝该如何克服短板
实现产业升级？金琰建议，要迎合鲜
食及加工这两个市场的不同需求，一
是要以企业、合作社等为主导，加大优
质菠萝种苗及其种植技术的推广力
度；二是要专项培育高端、适宜加工、
耐储运的新品种；三是要规范种植技
术，提升果品质量，支持有机菠萝等高
端果品生产。

“海南的高品质凤梨市场空间还很
大，公司今后会扩大凤梨的种植规模，坚
守高品质生产，同时要积极补齐产业短
板。”赵军表示，天地人公司正在和海南
大学、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院校、科研
单位合作，将在种苗、土壤、植保等环节
开展技术联合攻关，解决菠萝耐储性差
的问题，降低坏果率。

海南菠萝今年的销售热，对海南发展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有一定启示意义。

“如何进一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品牌引领、产业升级的思路，以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促进数量导向转向质量导向，是打造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重要内涵。”黄正
恩表示，我省将以品种调优、品质提
升、品牌引领为重点，立足海南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资源优势，优化农业产业
结构，促进农业生产向标准化、产业
化、品牌化转变。

另据海南日报记者了解，我省将加
大对农产品公共品牌的打造，未来几年，
将打造30个农产品公共品牌，海南菠萝
将纳入其中。

（本报临城3月18日电）

产业迎升级机遇
补短板、提品质、树品牌，期
待更多产品“出圈”

⬇3月 17日，临高县凤梨
种植基地，工人在采收凤梨。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南菠萝缘何广受消费者青睐？
“海南是中国种植菠萝的优势产区，产出

的菠萝品质优良。”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
师黄正恩介绍，最适宜菠萝生长的平均温度
为24℃到27℃，极端温度不能低于5℃，日
照时数一般要达到8000到1万小时，生长的
土壤PH值（酸碱度）要在5.0到5.5之间，海
南的条件非常适合种植菠萝。

他指出，在当地多家龙头企业的带动下，
海南菠萝在分级销售、冷链运输、品牌营销、
标准化种植方面都日趋成熟，成为海南热带
特色水果中的优秀代表。

3月17日，在临高县的海南天地人生态
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人公司）分
拣基地里，工人正对菠萝进行“体检”分级。
不同重量的菠萝顺着6个分拣带分级传送，
工人再进行分别打包。

“我们种植的菠萝90%都是‘金钻’凤
梨，对不同的果品进行分级销售，能满足不同
消费市场的需求，实现精准营销。”海南天地
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赵军表示。

对今年海南菠萝“C位出圈”的原因，赵军
分析，一是时机好，去年的冷冬气候，让今年
的菠萝整体上市时间推迟10天到半个月，正
赶上每年3月至5月的国内水果市场空白
期。海南菠萝作为口感佳又开胃的应季品
种，上市遇到了好时机；二是市场好，当前我
国构建经济“双循环”新格局，国内市场消费

升级，国产优质水果优势凸显，海南菠萝
满足了市场需求，广受采购商和消

费者青睐；三是品质好，在省内
多家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的发力下，海南菠萝
逐渐向规模化、产业化的方
向健康发展，在品质、产量
和销售上都可圈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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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萝和凤梨傻傻分不清楚？
都是同一种水果的不

同名称，凤梨一般特指无眼
菠萝这类品种，果肉无内刺。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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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多多成中国用户规模最大电商平台
用户数7.88亿，黄峥辞任董事长投身前沿科技研究

3月17日，拼多多发布2020年第四季度
及全年财报：

截至2020年底，拼多多年活跃买家数达
7.884亿，超过阿里巴巴，成为中国用户规模最
大的电商平台；

四季度，拼多多APP平均月活跃用户数
达7.199亿，单季新增7650万；

截至2020年底，拼多多年成交额（GMV）
为16676亿元，同比增长66%；

四季度，拼多多营收增长146%至265.477
亿元，全年营收增长97%至594.919亿元；

非通用会计准则下（Non-GAAP），拼多
多四季度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亏损为1.845
亿元，全年归属净亏损为29.65亿元，均较上
一年同期大幅收窄。

同一天，拼多多董事长黄峥发布2021年
度致股东信，宣布董事会已批准其辞任董事
长，由联合创始人、现任CEO陈磊接棒。黄峥
表示，辞任董事长后，个人名下股票将继续锁
定3年不出售。自己将结合个人兴趣，致力于
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并着眼于拼
多多未来的长远发展，“去摸一摸10年后路上
的石头”。

用户规模接近8亿大关
用户数行业第一

财报显示，截至2020年底，拼多多
年活跃买家数达7.884亿，较上一年底的
5.852亿同比增长35%。平台四季度新
增5710万活跃买家，去年累计新增活跃
买家规模超2亿。

如市场此前普遍预期，拼多多于
2020年底成为中国用户规模最大的电
商平台。同期阿里巴巴年活跃买家数为
7.79亿，京东为4.72亿。

月活跃用户数方面，2020年第四季
度，拼多多APP平均月活跃用户数达7.199
亿，单季净增7650万。去年下半年，拼多
多月活跃用户数累计新增1.51亿。

拼多多用户规模和粘性的高速增长
势头延续至2021年。据QuestMobile
报告，今年春节期间，拼多多日活跃用户
首次登顶行业第一，其间，拼多多人均单
日使用时长同比增长25.9%，在日活跃
用户过亿的APP中增速最快。

2020年，在用户大规模增长的情况
下，拼多多活跃买家年度平均消费额增
长至 2115.2 元，较上一年同比增长
23%。

受益于用户规模和用户平均消费额
的双双强劲增长，2020年，拼多多平台
交易额攀升至16676亿元，较上一年同
比增长66%。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全
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速为10.9%。上述
数据表明，拼多多在万亿元GMV的基
础上，增速依旧相当于行业平均水平的
6倍。

在近 8 亿用户的共同推动下，以
“拼”为核心的新消费业态，正由中国
消费市场传导至流通侧和供给侧，推
动包括农产品分销、品牌建设等在内
的传统模式发生变革，使得平价高质
的商品，成为内需消费的主流，有效满
足了中国最广大用户对于美好生活的
需求。

拼多多CEO陈磊表示：“6年前，我
们就看到，移动是必然趋势。因此，在全
球主流消费互联网公司中，我们是唯一

一家专注于移动体验的公司。移动互联
网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互动的方式。这
种移动变革如今正在摧毁物质世界和数
字世界之间的‘墙’。”

季度营收增长166%
全年营收接近翻倍增长

财报显示，2020年第四季度，拼多
多实现营收265.477亿元，较上一年同
比增长146%，全年实现营收594.919亿
元，较上一年同比增长97%，接近翻倍增
长。两项数据均大幅高于市场预期。

拼多多营收增长主要源于在线营
销技术服务收入的强劲增长以及新增
商品销售所产生的收入。四季度，平台

在线营销技术服务收入为189.22亿元，
较上一年同比增长 95%。2020 年全
年，拼多多在线营销技术服务收入为
479.538 亿 元 ，较 上 一 年 同 比 增 长
79%。四季度，平台商品销售收入为
53.578亿元。

对此，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在致股东
信中表示，疫情等原因加速了内部业务
和管理的迭代。拼多多从一个纯轻资产
的第三方平台，开始转“重”，新的业务在
拼多多内萌芽并迅速成长，这催生、锻炼
了新一代的管理者。“是时候逐步让更多
的‘后浪’起来塑造属于他们的拼多多
了”。在黄峥眼中，拼多多已从3年前

“刚上小学的小孩”迅速成长为“正进入
青春期的少年”。2018年上市时，黄峥

就曾在致股东信中表示，拼多多是一个
公众机构，它为最大的用户创造价值而
存在。它不应该是彰显个人能力的工
具，也不应该有过多的个人色彩。“希望
今天我退董事长会有助于这位‘少年’独
立成人。”

四季度，拼多多在仓储、物流及农货
源头进行新一轮重投入，但在强劲营收
的带动下，该季经营仍基本达到盈亏平
衡。非通用会计准则下，平台四季度归
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亏损为1.845亿元，
对比上一年同期为8.15亿元。全年归属
于普通股股东的净亏损为29.65亿元，对
比上一年同期为42.658亿元。

从营收构成看，拼多多依旧践行商
家端“0佣金”和“0平台服务年费”的策

略。按照行业普遍现行标准，2020年，
仅“0佣金”政策就帮助商家节省了超过
800亿元的资金成本。

依托日益繁荣的生态体系，四季度，
拼多多的现金流维持稳健增长。平台当
季运营现金流为149.466亿元，全年实
现运营现金流281.966亿元。

截至2020年底，拼多多持有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及短期投资870亿元，对比
2019年底为411亿元。

投身基础理论研究
探索科研“无人区”

2020年，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下，拼多多先后推出抗疫助农、助力外贸

企业转内销等系列举措，并与中国各制
造业主产区深化合作。此外，平台还通
过直接投资商家和用户的方式，刺激内
需、提振消费，使得用户能够购买到性价
比极高的各类品牌商品。

此外，作为中国最大的农产品上行
平台，拼多多持续深入农业“最初一公
里”，与国内外多个顶级科研机构和院士
专家等科研团队展开深度合作，在科学
种植、农业物联网、无人温室、智慧农业
等领域持续投入，希望帮助农民增收，助
力农业升级。

2020 年，拼多多投入研发费用
68.917亿元，较上一年同比增长78%。
平台研发占营收比例达11.6%。

在农业科技的持续投入下，农产品
及农副产品成为平台增长最快的品类。
2020年，拼多多来自农（副）产品的成交
额为2700亿元，规模同比翻倍，占全年
成交额的16.2%，远高于行业3%左右的
平均占比。

截至目前，有1200多万农业生产
者通过拼多多对接全国的消费者，其
中包括百万级脱贫群众。上海寻梦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拼多多）作为互联网
企业代表，获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集体”。

在致股东信中，黄峥把目光投向了
10年后。他认为，行业竞争的日益激
烈，传统以规模和效率为主要导向的竞
争有其不可避免的问题，必须在更底层、
根本的问题上采取行动，在核心科技和
其基础理论上寻找答案。

黄峥认为，要确保拼多多10年后的
高速高质量发展，有些探索正当其时。
作为创始人，黄峥希望结合自身兴趣，跳
脱出来“摸一摸10年后路上的石头”。

他在致股东信中举例展望了自己辞
任董事长后将长期致力的科研领域。比
如，通过对农产品种植过程的方法的控
制，探索对马铃薯、番薯、西红柿等的潜
在有害重金属含量进行可靠有效的控
制，同时对其可能有的、有益的微量元素
进行可控的标准化提升等。

“成不了科学家，但也许有机会成为
未来科学家的助理，那也是一件很幸福
的事儿。”黄峥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