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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毁海外婚禮生意

7 月，廣西的桂七芒果剛剛
下架；8 月，四川的凱特芒果
就上市了，有一位「追芒果的

季時，鄭鵬飛的朋友圈定位就
一定在那裏。從去年夏天起，
他就常年在南方的果園中尋找
芒果、倉儲和物流。這次是他
的二次創業，並且是一次從海
外婚禮策劃轉型到水果電商的
大跨越，「說到底，都是服務
● 鄭鵬飛去年初進
行直播帶貨芒果。

以做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永愛 深圳報道
者採訪鄭鵬飛時，電話那頭傳來陣陣雞鳴聲，「我現
記在正在四川大涼山的一個山村裏，考察突尼斯軟籽石
榴！」原來，這個季節正值四川水果的旺季，除了攀枝花的
凱特芒果外，他馬不停蹄地開拓其他水果品類。

走遍全國尋好貨 成芒果電商
2020 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重創了鄭鵬飛曾
經創業的高端海外婚禮定制行業；他開始考慮轉型電商平台
賣芒果。一個線下服務業，一個線上生鮮，兩個完全不相干
的行業，轉型並非易事。鄭鵬飛是一個愛吃芒果的人，但對
芒果了解也僅停留在消費者層面，「它們甜不甜、好不好吃
我可以判斷，但它們是什麼品種、來自哪裏，我一無所
知。」
去年 5 月底，鄭鵬飛上網查遍了全國各地的水果，發現當
時廣西芒果即將上市。與家人商量後，這個 1987 年出生的
年輕人帶着剩下的二十多萬元（人民幣）積蓄，獨自奔向兩
千多公里外的廣西百色市田東縣。到了之後，他租了一輛
車，從零起步，從問當地人「哪裏的農貿市場賣芒果，哪個
村子種芒果」開始，一路打聽，跑市場、跑果園、找物流
站，腳步遍及田陽、欽州、南寧、玉林、崇左、貴港、北海
等廣西省主要的水果產區。「跨越行業從頭再來，我只能用
這種笨方法，來找好的貨源。」

二次創業
追芒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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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農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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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鵬飛「追芒果」路線圖

親自督師 確保發貨品質
鄭鵬飛本以為去了廣西，了解了當地市場、認識了水果代
發從業者，就可以回北京專心經營自己電商平台上的店舖，
接訂單後由代發採買郵寄芒果。「後來才發現裏面坑太多
了，代發為了賺更多錢收購芒果會以次充好，甚至有些人收
到錢不發貨，導致訂單收到差評投訴、店舖信譽下降，那段
時間太糟心了！」
後來，他乾脆駐紮在芒果果園，並開始租賃自己的倉庫。
現在，鄭鵬飛在廣西建立了芒果倉庫，陝西有了蘋果自建
倉，四川及雲南的倉庫也正在或將要建起來。他也常年奔波
於全國各地，輾轉於不同季節的芒果果園：上半年在海南，
6 到 8 月在廣西，8 到 10 月在四川……成為名副其實的「追
芒果的人」，原先這個清秀白淨的男孩，現在被曬得黝黑。

源頭上管控品質 是立足基石
「從源頭上管控品質，這才是一家店舖能長遠立足和發展
的基本保證。」在鄭鵬飛看來，無論是此前線下的婚禮活動
策劃，還是現在的線上電商，只有優質的服務和產品，才能
換取客戶的信任與不斷光顧。
目前，鄭鵬飛在淘寶、拼多多、抖音等多個平台都開設了
店舖。截至今年 7 月份，僅在拼多多上的兩個店舖累計銷量
近 150 萬件，約 1,300 萬斤，日訂單穩定在 20,000 單以上。
其中，在拼多多的一間店舖躋身平台芒果暢銷店舖榜單前三
位。
在已經很成熟的線上水果銷售市場中，如何突出重圍，讓
消費者信任、選擇自己的店舖？鄭鵬飛說，首先堅持的是水
果品質，其次便是做細分市場。
從前，高端海外婚禮定制是婚慶策劃領域中的細分市場；
現在電商主要賣芒果，依舊是水果領域中的細分市場。開始
賣芒果後，他才知道芒果也有這麼多不同品種：貴妃、台
農、金煌、椰香、熱農、凱特、桂七。
7 月，鄭鵬飛整月都在廣西百色忙着檢查桂七芒的摘果、
分揀、包裝、打包等各個環節，他說，這個品種一年僅產一
次，且時間短暫，所以價格也較高，「這款的客戶群體更高
端，我們沒有在電商平台上架，而是主打如微商等需定制送
禮的小眾客戶。」

海南貴妃、台農、金煌芒果

6-8月

廣西台農、金煌、桂七芒果

8-10月

四川椰香、熱農、凱特芒果

10-12月 越南大青芒
● 一年多的時間鄭鵬飛奔赴全國各地芒果生產
地，從一個清秀的小伙到被曬得黝黑，圖為鄭
鵬飛整理發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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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策劃師變身帶貨主播
鄭鵬飛第一次創業海外婚
禮策劃公司時，到 2020 年
初正好三年，那時候已有深
圳和北京兩家公司，兩年多
時間沉澱下來的員工能力、
客戶資源、海外地接資源等
已經成熟，最忙的時候一天
3 到 4 場活動，一個月 30 多
場非常忙。
現在，他已經在水果電商
這條路上堅持了一年多的時
間，拼多多店舖日銷量最高
曾收穫三萬多份訂單數量。
雖然他笑言兩次創業都遠遠
不到成功的階段，但在其他
人眼裏，短時間內能將線下
線上店舖經營得如此有聲有
色，實屬不易。

到了電商運營的新崗位。
「兩個婚禮策劃師，現在是
店舖的直播主播。」在店舖
的直播間，抖音的短視頻
裏，可以看到兩位新晉主播
或身穿廣西、四川的民族服
飾流利地進行芒果的解說推

電商團隊逾40人
二次創業至今，鄭鵬飛的
電商團隊成員達四十多人，
其中包括吸納的原婚禮策劃
公司的部分團隊成員，轉型

目標建立全年水果鏈

介，或身着樸素的襯衣草帽
在果樹下介紹芒果的相關知
識，儼然已經熟練地進入了
她們的新角色，「之前團隊
磨合了幾年，相互比較信
任，再次一起創業大家仍然
很有激情和熱情！」他說。

等廣西、雲南、四川等幾個主產水果的城市建好
倉庫後，鄭鵬飛下一步便是想建立自己的全年水果
鏈。「我們根據水果全年生產情況，設置了芒果和
蘋果這兩大主賣品，一年四季售賣不同地方的最當
季、最好吃的品種，將電商店舖的 12 月串聯起來
無縫連接。然後再搭配其他季節性強的水果品類，
比如石榴、聖女果、火龍果、皇帝柑等。」

堅持新鮮發貨

● 鄭鵬飛
之前海外
婚禮策劃
公司的兩
個婚禮策
劃師，現
在是店舖
的直播主
播。

他說，進入這一行才知道很多商家將蘋果收購後
直接放進冷庫，有些蘋果到消費者手中已經在冷庫
中呆了一年甚至兩年，「我們堅決不做這種生意，
無論是主賣品、還是季節品，我們都堅持從田間地
頭的果樹上摘下來，直接打包發貨，保證它們的口
感和新鮮度。」也正因此，他沒有停下來過。從前
輾轉於全球各大風景地，現在則常年在各個地方的
山村裏，尋找當季最好的水果，成為了「追芒果的
人」，也從一個清秀的小伙變成了黝黑的「果
農」。
店舖成績越來越好，但每隔幾日鄭鵬飛仍然會把
網店銷售數據和完成進度截圖發在朋友圈裏，「從
不出單到訂單翻倍，很開心也很有成就感，但我的
目標還有很遠，希望以朋友圈激勵自己繼續前
行。」

保障合理融資 中國銀保監釋寬信用信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 北京報道）
中國銀保監會發布通知，要求保障煤電、
煤炭、鋼鐵、有色金屬等生產企業合理融
資需求，嚴禁對符合支持條件的煤電、煤
炭等企業和項目違規抽貸、斷貸，防止運
動式減碳和信貸「一刀切」，嚴禁利用銀
行保險資金違規參與大宗商品投機炒作。
業內分析，在當前經濟下行、保供穩價形
勢嚴峻的宏觀背景下，銀保監會在國慶長
假期間緊急下發通知，既要求保障合理融
資，又要求嚴防資金挪用，並強調授信條
件不得高於國家政策標準，防止抬高融資
准入門檻，釋放貨幣政策向「寬信用」傾
斜的信號。
近期煤炭等大宗商品價格暴漲，燃煤
短缺致多地紛紛限電。銀保監會在《關
於服務煤電行業正常生產和商品市場有
序流通保障經濟平穩運行有關事項的通
知》中要求，全力做好今冬明春能源電
力保供金融服務工作，對符合支持條件

1-6月

的煤電、煤炭、供暖等企業建立快速響
應機制，開闢綠色辦貸通道；支持山
西、陝西、內蒙古、新疆等煤炭主產區
和重點煤炭企業增加電煤供應；支持鋼
鐵、有色金屬等傳統產業改造升級，促
進更多資金投向能源安全保供和綠色低
碳發展領域。

開闢辦貸通道支持供暖企業
「對短期償付壓力較大但符合支持條
件的企業或項目，在風險可控、自主協
商的基礎上，可予以貸款展期、續
貸。」通知表示，可根據需要適當提高
不良貸款監管容忍度。
在保障合理融資的同時，銀保監會提
出四項「嚴禁」，嚴防銀行保險資金影
響商品市場正常秩序：嚴禁挪用套取信
貸資金或繞道理財、信託等方式，違規
參與煤炭、鋼鐵、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
投機炒作、牟取暴利；嚴禁挪用各種貸

款包括經營貸、消費貸投機炒作茅台
酒、名貴普洱茶等高端消費品，防止資
本無序擴張。

嚴禁銀行險資炒作大宗商品
同時，嚴禁銀行保險資金違規流入股
市債市及期市，影響大宗商品價格，避
免脫實向虛、空轉套利；嚴禁對符合支
持條件的煤電、煤炭等企業和項目違規
抽貸、斷貸，防止運動式減碳和信貸
「一刀切」。
通知還提到，銀行機構不得開發違反
公序良俗、助長社會陋習和不良風氣的
「墓地貸」「美麗貸」「彩禮貸」等消
費信貸產品，堅決打擊各種「偽創
新」。銀保監會表示，下一步將保持高
壓態勢，嚴查銀行保險資金被挪用於投
機炒作、囤積居奇、哄抬價格等違法違
規行為。對機構自查不認真、沒有主動
報告和性質惡劣的行為依法採取監管措

施，及時啟動行政處罰程序，依法依規
嚴肅問責。

授信條件不得高於國家標準
值得關注的是，在嚴打信貸資金挪用
炒作的同時，此次監管文件首次明文提
出授信條件不得高於國家標準，「授信
條件應嚴格遵循相關法律法規，以宏觀
經濟政策、產業政策、投資政策和環保
政策為導向，不得高於國家標準，防止
抬高融資准入門檻。」
專家分析，今年以來貨幣政策整體趨
緊，社融增速已連續9個月下降，信貸需
求加速萎縮，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而
全球資源緊張供給不足，央行早前亦釋放
穩定社融和信貸增長的信號，市場預計貨
幣政策朝「寬信用」傾斜。但今年以來房
地產融資及地方基建融資持續趨緊，支持
實體經濟和產業融資，彌補產能缺口可能
將是下一步穩定信貸的方向。

港大料港本季GDP
增長放緩至6.4%
香港文匯報訊 踏入第四季，香港大學香港
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亞太經濟合作研究項目
5日發表高頻宏觀經濟預測。在蓬勃的外貿帶
動下香港經濟增長預料持續擴大。2021年第三
季實質GDP預計按年增長6.9%，較2021年第
二季的7.6%輕微減慢。疫情所帶來的經濟下滑
於今年中止，在廣泛性經濟復甦下，預期香
港 2021 年第四季實質 GDP 上升 6.4%，預期
2021年全年經濟增長7.2%。

失業率料降至4.3%
另外，研究又顯示，港府消費券計劃對零
售提供強大支持，2021 年 8 月零售銷貨額上
升 10.5%，對香港本地需求增長提供強大動
力。受惠於持續上升的疫苗接種率及第二輪
消費券計劃，香港經濟增長預計持續，就業
市場將進一步改善，失業率由第三季的預計
4.6%下跌至第四季的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