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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便宜了#新鲜也有了#可是质
量怎么保证呢$ #"日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 许多市民对经济实惠的 %直销
菜&趋之若鹜#但又心生疑惑'不在农
贸市场里销售# 谁来为蔬菜做农残检
测$ 食品安全如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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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于世贸一小区的王先生告诉
记者#其实早在半年前#他所居住的社

区门口也有一些由菜贩自驾车来销
菜#价格便宜很多#但总体来说菜的质
量不是太好#菜的来源也不是很清楚(

因此#他认为%直销菜&一定要保证食
品安全# 毕竟直销之后监管会发生变
化#但不能脱节(

推行%直销菜&#从田头到社区菜篮
子该如何监管$ 记者$"日就此采访了
省农业厅农村经营管理处处长吴岳海(

吴岳海介绍#监管的渠道有很多#

首先目前许多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自

行配备了简易的农残检测设备# 因此
在采摘后进社区之前就可以自行抽
检#确保蔬菜质量安全( 另外#没有设
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在每次直销蔬
菜进社区之前# 可以向当地所在的农
业部门申请农残检测# 农业部门在许
多基地田头都配备了流动检测车#很
容易就能完成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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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农民专业合作社品牌化

管理之后#产品质量比一般基地的蔬
菜更有保障( &吴岳海说#由农民专业
合作社直销进社区# 对于购买者来
说#相当于卖家和生产者事实上同为
一家# 这样一旦产品质量出现问题#

非常容易查找根源#而且产品质量出
现问题#对于打品牌的农民专业社而
言更是致命的打击# 因此在出菜时#

合作社把关将会更加严格( 目前有些
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已经建立了产
品质量追溯系统#通过系统就可以查

询用药的量)时间#并能准确地掌握
蔬菜的安全程度(

吴岳海认为#要推行周末直销菜
市进社区# 可以探索一些合作模式#

如一个社区相对固定地选择一个或
几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签订意向协
议#并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进社区
销售的同时# 必须出具抽检报告#不
定期组织社区居民到基地考察了解
种植情况等#这样才能把直销菜长久
地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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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前#文昌市文城
第二市场增设了一个低价瓜菜摊位#

很多瓜菜都是从附近的乡镇采购#价
格比其他摊位的蔬菜便宜不少#很多
市民都提着菜篮子到这里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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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早上#记者远远地看到文城
第二市场大门旁围着很多人#走近一
看#原来是前来买菜的家庭主妇正挑
选着各种瓜菜#两名卖菜人员都有些
忙不过来(这是文城第二市场推出的
低价瓜菜摊位#自推出以来就受到市
民的欢迎(

文城第二市场副站长林成介绍#

该摊位的很多瓜菜都是从迈号)头苑
等附近乡镇采购#所以卖的菜都比较
便宜*但是最近由于连续下雨#附近
乡镇的瓜菜很少出售#所以摊位现在
多数卖一些内地的菜# 例如胡萝卜)

白菜)上海青)韭黄等( %我们办这个
低价瓜菜摊位#其实农民得益#市民
得益#市场也得益#多方得益的事#为
何不做$ &林成高兴地说(

据卖菜的小伙子介绍#每天早上
他们都会到市场内走访一下当天瓜

菜的价格#低价摊位上所卖的瓜菜每
斤都会比市场内便宜%毛至'毛不等#

例如白菜%元一斤# 比市场内的白菜
便宜了(毛*南瓜$)%元一斤#比市场内
便宜&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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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林成介绍#低价瓜菜摊位每天

能卖出&**至&'*斤的瓜菜#而为了保
证瓜菜的新鲜#采购的时候采取每天
只买一次的方法#但文城第二市场下
午就没有什么人来买菜了#所以还是
会剩余部分瓜菜(

%为了这些暂时卖不掉的瓜菜保
鲜#市场的冰库起了很大的作用( &林
成高兴地说( 随后#记者跟随卖菜的

服务员来到摊位旁边的冰库# 走进
去后顿时感觉凉快下来( 只见里面
摆着一排排的铁架子# 架子上面放
着已经打包的瓜菜( 这些白色泡沫
箱里面放的都是些易坏的瓜菜#例
如白菜)韭黄等#而西红柿)土豆等
可以堆放在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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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城第二市场内出现的这
个低价瓜菜摊位#记者采访的市民都
表示欢迎( 正在选菜的黄大妈称#%来
这个摊位买菜# 都不用跑第二家了#

菜的品种都很齐全#最重要的是还很
便宜( &

正在选菜的李大妈表示#自己住
在汽车站附近的# 前几天听朋友们
说这里有个低价瓜菜摊位# 就散步
过来看看# 发现这里的瓜菜还真的
比市场内卖的便宜不少# 打算买一
些回家(

买菜的符女士表示#听朋友们说
现在瓜菜都有农药残留物质#吃了很
容易生病#如果在小摊位买菜#事后
还不好处理( %这个摊位是第二市场
自己搞的#要是有什么事#可以找他
们负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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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报联合省农业厅) 省商务
厅)海南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海
口市商务局) 海口市城管局启动的
%周末直销菜市进社区& 继续征集#

有购买直销菜意愿的社区抓紧拨打
热线""+#*+"%与我们联系(

本报将继续在海口) 三亚)儋
州) 琼海) 文昌等地征集#**家社
区)学校#有直销购菜需求的社区
可以拨打该热线报名#并在社区内
划定相应区域或设置销售摊位( 本
报将联合农业部门组织菜农或农
民专业合作社在周末时间走进社
区#为居民提供直销蔬菜#居民在
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且优惠的蔬
菜( 同时本报还征集瓜菜农民专业
合作社)农产品流通企业#有意参
加%周末直销菜市进社区&互动的
单位和企业#均可拨打上述热线报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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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在我们小区设一个直销
菜销售点$&#&日#住在海口市海甸岛
甸昆教师村的梁先生联系到了本报
记者(

梁先生介绍# 他们住在世纪大
桥附近( 小区大约有'**户住户#大
部分都是退休的教师( 平日要去买
菜的话# 近一点的有万福新村的菜
市场)五西路菜市场#可是因为小区
门前有条长长的水沟阻隔# 大家需
要绕一大圈才能步行到对面的公交
车站( 为了搭车方便# 不少老人都
%舍近求远&搭车到博爱路的东门市
场去买菜( 之所以对直销菜销售点
感兴趣#梁先生直言#直销意味着减
少中间环节# 价格肯定要比市场要
低#而且又方便居民购买#是件一举
两得的事( %菜品如果太单一不好销
售#肯定要多一些( &梁先生说#在他
们小区门口有一个卖猪肉的点#存
在了十多年# 因此这一块的供应已
经有了( 平日里#也有一些小摊贩在
小区门口卖蔬菜# 但是卖来卖去也
就是那几种蔬菜#生意并不是很好(

除了品菜要丰富一点# 因为他们小
区的住户数量不是很多#因此#梁先
生建议# 如果在他们小区真的搞起
了直销菜销售点#菜的量不宜大#以
免供过于求#影响菜的新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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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周末蔬菜直销市场做强做
大#农业合作社与物业协会合作是个
不错的选择( &#"日上午#海口世贸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洪亮向记
者建言#周末蔬菜直销市场最好与物
业协会合作#再由物业协会发动海口
市数百家物业管理公司#通过签协议
等方式# 让菜农的瓜菜长期进社区#

从而使菜农和社区居民长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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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通过一天两天直销瓜菜#

就解决买贵和卖难的问题不太容
易( &王洪亮认为#让菜农把新鲜的蔬
菜直接送达社区#确实减少了蔬菜从
田头到餐桌的流通环节#让菜农和社
区居民同时都得到实惠#但这种方式
治标不治本(

%谁都愿意吃新鲜的瓜菜( &王洪
亮解释#即便周末蔬菜直销市场上的
瓜菜价格十分便宜#但由于叶菜之类
难以保存# 居民也不可能大批量买
进#屯在家里慢慢吃#所以单靠周末

一两天的销量#不能缓解菜农%卖难&

之急#同时也不能更好地方便居民每
天都买到价廉物美的新鲜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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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社区订单瓜菜能做到利农
利民( &王洪亮为周末蔬菜直销市场
支招#建议主办方与海南省物业管理
协会合作#再由物业协会发动海口市
数百家物业管理公司# 与农业合作
社) 菜农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开
展社区订单瓜菜(

%数百家物业管理公司管理着海
口的绝大部分社区#这种与物业合作
的模式能让周末蔬菜直销市场更有
生命力( &王洪亮称#如果周末蔬菜直
销市场和物业公司合作#几乎能占领
海口所有大型社区的市场#菜农的瓜
菜也不再愁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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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需要什么# 农业合作
社就送什么( &王洪亮认为农业合作
社与其没有目的地在社区售卖#不如

物业事先在社区居民中做一个问卷
调查#通过调查瓜菜的品种)居民的
需求量)价格期望等都能一目了然(

在对社区市场有所了解后#农业
合作社和菜农的蔬菜才更为市场所
接受(或者社区居民通过物业直接向
农业合作社和菜农下订单#两天送一
次到社区#如果居民对菜的质量和价
格都认可#大家肯定情愿选择社区订
单瓜菜#而不是上农贸市场和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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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和菜农把瓜菜直销
给物业公司# 由物业公司再转售给
社区居民# 这种由物业公司搭台唱
戏的方式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王
洪亮还提出与物业公司合作的另一
个办法# 让菜农把瓜菜直销给物业
公司# 物业公司再组织工作人员在
社区设点售卖(

但这样则意味着流通环节的增
加# 直销菜的价格如何能保证呢$

对此# 王洪亮表示# 物业公司接手
直销菜市必须要以服务社区居民为

前提# 并保证优惠的价格# 否则居
民肯定不会选择在社区内购买(

王洪亮坦言#让物业公司参与直
销菜市同时还能为员工谋一些福利#

瓜菜实在卖不完了# 还能内部消化#

因为物业员工的工资普遍不高#他们
也希望买到更加便宜的瓜菜(

居民走出社区到田间也是瓜菜
直销的一种新模式(

对于物业公司该如何与农业合
作社)菜农合作$王洪亮建议#农业合
作社和菜农最好能与专业的农业服
务型公司对接#再由这些公司来培训
菜农们的%增值服务&意识#从而保证
送进社区的瓜菜更有附加值#售后服
务)质量等也能得到保证(

除了直销菜市走进社区的模式#

王洪亮还建议社区居民走出去(譬如
有实力的大型农业合作社可以直接
与社区对接#在周末的时候#组织社
区居民直接到田间地头挑选新鲜蔬
菜#这是一种田间地头瓜菜直销的新
模式#也是对蔬菜流通方式改革的一
种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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