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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上午，我还在‘呆萝
卜’APP上下单买了一把菠菜，下午
微信群里就通知，取不到货了。充了
钱的顾客，赶紧到门店登记，过期不
候。”南京市建邺区中海塞纳丽舍居民
刘晓没想到，自己天天光顾的“呆萝
卜”说关就关了。60岁的刘晓经常光
顾“呆萝卜”万达华府店，每天早上到

“呆萝卜”排队取菜成为她生活的一部
分。在她看来，“呆萝卜”价格便宜，取
菜方便，虽然有时候菜没有那么新鲜，
但与周边菜场比，性价比高。

记者26日上午再次来到这家小
店，只见店门紧闭，门上贴着两张告
示，一张是来自“呆萝卜”的《关于近
期员工薪资发放的说明》，表示由于
经营不善导致资金紧张，公司经营受
到重大影响。“呆萝卜”将尽最大努力
完成资产变现，给大家发放薪资。另
一张告示表明，“呆萝卜”将努力寻求
解决方案，筹措资金，渡过难关。

“呆萝卜”关店的事已发生了几
天，但是仍有不少市民前来讨说法。
就在记者采访时，62岁的居民张洪
来到这家小店门口。“今年四五月份，
我在‘呆萝卜’充了 5000 元，送了
1800元，现在还剩下3000多元没用
完，今天来一看，商家门上连电话都
没有，找谁要钱去？”张洪拍门喊了数
分钟，无人应答。

据“呆萝卜”公告称，此次危机主
要因扩张过快而融资步伐没能同步
跟进和信息不对称所致。据了解，在

官方证实出现资金链问题、陷入经营
困难局面之前，自7月13日宣布获得
6.3亿元A轮系列融资之后，“呆萝
卜”再无新融资消息传出。

盲目“烧钱”等于饮鸩止渴，很容
易走上共享单车的老路。“当初做团
购业务时，我们在江苏市场开局异常
艰难，市场上融资成功的竞争对手包
括‘呆萝卜’异常疯狂火速前进。”阿
里的一位业内人士称，“我们那时总
在自我怀疑：他们怎么跑得这么快？
我们遇到的问题他们没有吗？如今
再看，可能只是疯狂的资本涌入掩盖
了经营模式本身，当资本之水枯竭，
裸泳者一一浮现。”

遭遇困境的生鲜电商，并非“呆
萝卜”一家。在距离这家“呆萝卜”约
100米的地方，之前也有一家红火的
生鲜店——“云厨一站”。现在，这家
店面仅剩牌子没有摘下。店铺装修
工人告诉记者，这里将开张一家面
馆。这家店之前颇受周边小区居民
欢迎，靠充值模式吸引不少人，而持
有充值卡的人，现在只能去其他连锁
店消费。在南京建邺区的“云厨一
站”嘉陵江东街店，记者看到，充值模
式还在继续。

今年宣告退场的还有“鲜生友
请”。这家起源于杭州的社区生鲜品
牌被接连曝出拖欠工资、资金链断裂
等问题，随后宣告终结。背后的原因
同样是其发展过于快速，导致资金链
和供应链紧张。2017年到2018年，

“鲜生友请”开设130多家门店，而今
年前4月只开出3家店。

实际上，社区生鲜这门生意虽诱
人，但做起来十分不易。对于生鲜领
域而言，按照行业内标准计算，生产损
耗费用占10%-15%，物料包材费用

1.5%-2%，配送费3%-5%，综合费用
14.5%-22%之间。相关报告显示，目
前全国社区生鲜行业依然处于发展初
级阶段，门店数超过300家的头部企
业仅占3%。在被调研企业中，47%
的社区生鲜企业毛利率在20%以内，
毛利率超过30%的企业只占到10%。

融资后过于追求复制速度，是
“跌跟头”的主要原因。拿“呆萝卜”
来说，融资后采取相对激进的扩张方
式，快速进入19个城市，门店数量超
过1000家。在南京市场，其门店数
量也曾超过100家。电子商务专家
曹磊分析认为，事实证明，做生鲜，力
图补贴拼价格、烧流量的企业，在资
本退潮后，往往难以持续。一般来
讲，要快速复制，通常都会走低价路
线，通过低价迅速培养消费习惯，如
果走服务溢价、品牌溢价路线，复制
发展周期则会相对比较长。

生鲜行业重投入且盈利期漫长，
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将会引发一
系列连锁反应。对社区生鲜电商来
说，稳健可能更重要。在业内人士看
来，生鲜行业的竞争本质上是技术的
竞争，即用技术的方式解决物流问
题、仓储问题，把时间缩到最短，把仓
储量缩到最少，把损耗缩到最小，用
最快方式把生鲜送到消费者手里。
就拿到店自提模式来说，自提网点建
设有三大要求，一是距离消费者要
近，方便自提与消费；二是布局要密，
降低仓储与运输成本；三是门店除了
履约功能外，有更多的增值服务，以
带动关联销售，弥补生鲜商品的低毛
利问题。一次性满足这三个要求，并
不容易。

本报记者 宋晓华 许海燕/文
通讯员 晏远春 本报记者 万程鹏/摄

本报讯 记者22日从江苏省信
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履行社会责
任报告发布会上获悉，2019-2020
年该集团获得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授
信600亿元，在前一合作年度授信
300亿元的基础上翻了一番。

江苏信保集团是国家融资担
保基金首批合作伙伴，通过不断提
高全省体系内合作担保机构进行
风险分担的比例，引导合作担保机
构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等政策
性金融担保业务的风险容忍度，让
合作机构愿意担保、敢于担保。目
前，全省融资担保行业担保规模较

去年同期增长近20%，与国家融资
担保基金合作业务规模及授信完
成率双双位居全国第一，占全国新
增规模的31.37%。基于此基础，国
家融资担保基金提高对江苏信保
集团的授信额度，这也是该基金首
次在合作年度内对省级再担保机
构追加授信额度。

发布会上，江苏信保集团还与江
苏银行、南京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通过加强银担合作，引导低成本
金融资本流入小微、“三农”、双创等
普惠金融领域，进一步加大对普惠金
融的支持力度。 （赵伟莉）

江苏信保集团获600亿授信
相比前一合作年度翻一番

本报讯 省交通运输厅、江苏海
事局日前联合部署，今年11月起至
明年2月，在全省统一开展船舶超载
运输专项整治行动，确保水上交通安
全形势持续稳定。

本次行动的整治对象为江苏境
内航运企业、港口企业和在江苏航
行、停泊、作业的所有营运船舶，检查
重点是载运钢材、废钢、砂石、煤炭的
船舶。交通运输、海事部门将对始发
港、途经港、目的港和船籍港开展全
过程管控。

行动期间，全省交通运输、海事
部门将强化源头监管，严控超载船
舶营运。航运管理机构督促辖区航
运企业和船舶经营人严格按船舶配
载规定装载货物，检查发现违法超

载装运的进行书面通报并要求限期
整改；对拒不整改或屡次违反规定
的，采取责令停运、吊销水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等惩治措施。港口管理部
门督促辖区港口企业禁止给船舶超
载装货，检查发现违法超载装运的
进行书面通报并要求限期整改，对
拒不整改或屡次违反规定的，采取
责令停产、吊销港口经营许可证等
惩治措施。海事机构加强船舶进出
港报告的核查，发现超载船舶责令
自行卸载，拒不卸载的列入重点跟
踪船舶，同时通报始发港港口管理
部门。渡船管理单位禁止超载超限
车辆通行长江汽渡，禁止渡船超载
客定额航行，同时通报有关单位。

（梅剑飞）

我省专项整治船舶超载运输
强化源头监管 严控违法营运

本报讯 26日，省农业农村
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在
盱眙联合召开全省稻田综合种
养工作推进会。会议指出，各地
要把稻田综合种养工作作为发
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内容，全面落
实好稻田综合种养各项工作。
在组织参观盱眙稻田综合种养
现场后，会议对相关种养工作分
别进行了部署。

近年来，全省各地不断创新
技术、优化品种，积极推广稻虾、
稻蟹、稻鸭等综合种养模式。全
省稻田综合种养面积由2016年
的10万亩发展到目前的150万
亩。经初步统计，全省有30多
个县（市、区）出台了奖励政策，
在稻田综合种养创新和技术示
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盱眙、沛
县、泗洪、盐都、东海等地被农业
农村部授予“国家级稻渔综合种
养示范区”称号。

（丁蔚文）

我省稻田综合种养
3年增长14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交易
日趋复杂，特别是国际经济发展局势
变幻莫测，金融市场野蛮生长，引发的
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也越来越多样复
杂。经济活动中很多纠纷和诉讼涉及
财务会计问题，迫切需要注册会计师
对诉讼中涉及财务会计内容提供高质
量的鉴证。多年来，江苏省注册会计
师协会坚持不懈有计划有步骤有重
点，积极引导和指导会计师事务所主
动承接司法鉴定会计业务，以独立、公
正、客观的第三方监督身份提供高质
量专业服务，取得了良好效果。司法
会计鉴定已成为部分会计师事务所的
特色服务项目，在服务依法治国战略
实施、净化经济生态环境中，发挥了不
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就是
全省会计事务所的一个代表。自2012
年以来，南审希地所接受江苏省公安厅
经侦总队、南京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及各
分局经侦大队和法院、监察委的委托，
承接司法会计鉴定业务量逾300件，单
个案值从数10万元至数百亿元不等。
涉及经济案件的主要类型有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案、诈骗案、职务侵

占案、挪用资金案、非法经营案、制假售
假案、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案、内幕
交易案等。所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意
见为侦查机关立案与否、追踪资金去向
和挽回损失、审判机关量刑、案件后期
发还退赔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专业市
场上赢得了信任和尊重。让我们把记
录的镜头转向他们，展现注册会计师行
业最真实的风采。

镜头推回到2014年，南京市公
安局鼓楼分局委托南审希地所鉴定

“金钥匙”案。该集资诈骗案涉及关联
企业众多，案情复杂、影响较大。涉案
企业江苏金钥匙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因违规经营而突然倒闭，暴露
了担保业膨胀期乱象丛生的景况。该
公司旗下有13家公司，经营范围涉及
担保、典当、煤炭和钢材物资贸易、生
态农业等。南审希地所接受委托后，
详细审阅和分析了刑事案件的报案卷
宗和移送并案的相关民事案件卷宗，
逐一整理出担保公司的期末担保余
额、煤炭钢材贸易的毛利情况和结算
情况，结合委托方调取的银行对账单，
弄清了涉案公司资金流向、用于投资
项目金额、被关联方占用的金额，追踪

了涉案公司增资的资金来源和资金去
向，核实了是否与集资参与人的投入
资金相关，为法院审判提供了重要资
料和依据。当年，该案经南京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判终结。江苏省检察院官
网、南京市中院对年度大案要案总结
时都提到该案。经此一案，江苏省监
管机构对融资性担保公司全面展开例
行审查，注销了一批违规经营的担保
公司，减少了后期涉众案发的风险。

镜头拉回到2015年，南京市公安
局鼓楼分局再次委托南审希地所鉴定
某国企员工“金融票证案”。该案中，
涉嫌人员骗取票据承兑金额巨大、手
法特殊。案件中嫌疑人利用国企背
景，虚构进出口业务，骗取信用证于境
外套现。为深入了解案件相关进出口
业务的行业及金融背景，南审希地所
鉴定小组邀请外贸行业资深专家讲解
进出口贸易流程、信用证业务流程，对
数百份信用证开证资料进行整理，区
分融资性业务项下D/O单和有真实
货物背景交易B/L单，逐笔统计了融
资性业务类的信用证开具及支付凭证
等涉案资料。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
逐层梳理，及时沟通反馈循环往复数

回，直至最终明确可认定的涉案金额，
为法院量刑提供了依据。鉴定小组还
将复杂的外贸业务流和资金流列作图
示，并将鉴定结果提交委托方上报公
安部沟通协查，以便委托方追逃使用。

镜头切换到2016年，事发南京的
“蓝莓案”轰动整个社会。涉案人以
宣传蓝莓口服液、蚂蚁口服液等商品
营销，以及生态农业、健康养老等项
目投资为名，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吸
引老百姓投资。尽管集资手法并不新
颖，但众多老百姓仍然对其趋之若
鹜。为尽快侦破此案，南京市公安局
玄武分局委托南审希地所对该集资诈
骗案提供专业鉴定。投资平台勘验数
据显示28670名集资参与人投资金额
高达22.95亿元，让南审希地所审计
人深深意识到，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
任。接受委托后，南审希地所迅速成
立专案鉴定小组，与主要侦查警官研
究具体鉴定范围、鉴定程序，反复推
敲讨论鉴定思路，鉴定小组数十名成
员，历时3个月，对涉及报案人的
500多本卷宗组织录入及反复校对，
追踪近百个银行账户的资金去向，并
与委托方充分沟通、反复修正，最终

形成鉴定结论。2017年12月，南京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审判。
2017年至2018年，南审希地所鉴定
小组配合警方追查该案幕后主使资金
去向，为委托方立案追赃挽回损失提
供了专业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司法会计鉴定业务较其他鉴证业
务，具有“执业人员专业性、专业服
务针对性、审查工作精准性”的特
点。为做强做专做响专业品牌，南审
希地所坚持从专业培训和人才培养入
手，多次组织司法会计鉴定主要成员
参加中注协、省注协与西南政法大
学、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等联办的司法
会计鉴定业务专题培训班，学习刑诉
法对司法鉴定业务的影响，熟悉《司

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部关于印发
司法鉴定文书格式的通知》等，安排
项目负责人员参与历年全国法务会计
（司法会计） 年会，了解理论研究
者、委托方、同业在学术和实务前沿
发展，协办第五届全国法务会计（司
法会计）年会。在“走出去”的同
时，不忘“请进来”，2018年5月，
南审希地所邀请全国检察机关司法会
计培训师为全所员工讲授司法会计鉴
定质量评析，从丰富的实务案例中，
让参训人员进一步了解了司法会计鉴
定面临的风险及积极应对策略，大大
提升了专业胜任能力，为净化我国经
济生态环境贡献着注册会计师行业的
专业支持力量。

做强做专司法会计鉴定业务，为经济生态环境净化提供专业服务

26日，南京市浦口区浦云路大桥工程已完成大半，预计明年建成通车。浦云路大桥建成后将连通浦口区与江北新区
自贸区，连接城东片区跨城南河至城西片区，极大增加道路通行能力。 本报见习记者 陈 俨摄

淮安市淮阴区徐溜镇以瓜蒌产业助力群众增收。图为近日当地村民在采
摘瓜蒌。 王 昊 刘须连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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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6日，省体育局在南京
启动2019年5000万元体育消费券
发放工作，其中向健身群众发放
4500万元、向突出贡献群体发放150
万元、向贫困中学生发放350万元。

体育消费券分别通过“江苏全
民健身卡”和“全民健身公共积分”
两个渠道发放。健身群众可到中国
银行网点办理“江苏全民健身卡”并
下载“云闪付”APP，或通过下载“积
分通”APP并注册“全民健身公共积
分”账户，领取体育消费券。体育消

费券需到定点场馆使用，定点场馆
共有464家，其中省内431家，张家
口冰雪场馆33家。今年我省体育
消费券发放加大了对冰雪体育消费
的支持。健身群众可领取满200元
减100元的冰雪消费券，到省内定
点冰雪场馆享受冰雪消费优惠。

江苏省体育局从2017年起在全
国率先探索发放体育消费券，2018
年共有 64.6 万人次领取体育消费
券，直接拉动体育消费9亿元。

（叶 勇）

5000万元体育消费券昨发放
今年加大对冰雪体育消费支持

社区生鲜电商“呆萝卜”近日陷

入关店潮，引起广泛关注。买菜是

消费者的一种刚需，其背后代表着

巨大的天然流量，因此生鲜领域被

认为是电商行业的最后一片“蓝

海”。近年来投身其中者众，但黯然

退场者也为数不少，如何实现盈利

成为行业的一大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