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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真爱永恒。近日，香港福

建希望工程基金会、香港志媚

基金会到里水镇麻奢小学开展

捐资助学活动，香港志媚基金

会总经理谢勇绍代表基金会向

麻奢小学捐赠55万港元。

在捐赠仪式上，谢勇绍向

麻奢小学校长潘胜锋授予捐赠

总值55万港元的支票。随后，

潘胜锋代表全体师生向香港福

建希望工程基金会和香港志媚

基金会陈秉志伉俪表示衷心的

感谢，并期望全体学生能将这

份爱转化为报效祖国、回馈社

会、建设家乡的强大动力，同时

锤炼自己的品德，自强自立，用

知识改变命运，用奋斗创造未

来，用奉献回报社会！

谢勇绍表示，此次爱心捐

资是回馈家乡，助力教育事业

的一份心意之举。对于学校乃

至家乡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

变化，他表示从内心深处感到

骄傲与自豪。

里水镇教育发展中心主任

周友乔对香港志媚基金会多年

以来对里水教育的支持和善举

表示感谢，并期望里水学校、师

生能将这份关爱化为前行的动

力，共同助推里水教育事业高质

量发展。

里水教育坚持以“四全教

育”为引领，不断完善“全链条”

育人机制，社会各界共同关心

与支持教育，教育活力不断增

强。近五年来，镇慈善会、里水

总商会的“阳光工程”扶贫助学

基金会、乐居奖教助学基金会

等组织支持教育事业资金累计

达500余万元，全镇形成了“党

以重教为先、政以兴教为责、民

以支教为乐，商以助教为善，

师以从教为荣”的良好局面，

让里水师生真切地感受到了

政府的关爱和社会大家庭的

温暖。

物流是影响年宵花卉

销售的一个关键环节。“花

再美再好，物流运输过程出

问题，就等同于满盘皆空。”

一位蝴蝶兰商家说，对于组

盆花卉和开花植物而言，远

途运输往往会产生产品存

活率低、损耗大、包装成本

高等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售

后成本的增长。

幸运的是，顺丰速运、

德邦物流等大型物流公司

主动助力花农。“我们公司

根据盆栽重量、体积、造型，

结合邮寄重量、尺寸等规格

要求，经过多次设计、试验、

改良，最终研发出适合远途

运输的蝴蝶兰包装。”一位

正在包装蝴蝶兰的快递员

介绍，目前主要在广东省内

寄送花卉，一般两天内就能

将蝴蝶兰完好送到客户手

中，短途运输不仅满足了用

户的迫切需求，同时也大大

降低了鲜花在运输过程中

的损耗。他还表示，接下

来，公司会陆续试行将整盆

花卉寄送到全国各地。

“上一年种的蝴蝶兰卖

出去，资金回笼后，才有位

置种植新的花苗，花农们才

能准备下一年的年花。”作

为众多蝴蝶兰进驻商家的

温暖“港湾”，南海花博园也

主动肩负起担当与职责，在

2020年底开始积极调研周

边花卉市场的销售情况，与

大型花卉电商平台达成合

作关系，大力支持蝴蝶兰销

售；并积极联系电视新闻、

大V自媒体、公众号等各大

媒体，竭尽全力为园区企业

做宣传，争取为企业引入更

多资源和流量。

近年来，里水镇大力推

进乡村振兴工作，努力探索

乡村运营的新路径。要实

现乡村振兴，首先要产业兴

旺。里水积极扶持花卉企

业，在各大村（社区）、企业

发布宣传信息，通过公益助

力的形式，吸引市民上门前

来采购花卉，帮扶花农渡过

难关。

通过政府搭台，南海花

博园以实现乡村振兴为战

略发展目标，以建设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为抓手，带动

更多人流、物流、资金流，加

快推进花卉产业的转型升

级，为花卉产业再造“暖冬

效应”。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

通讯员/古志星 摄影报道）1月

10日是首个“人民警察节”，也是

全国第35个“110宣传日”。1

月 7日下午，和顺派出所举行

“一心为民110，砥砺奋进新征

程”主题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

和顺一中、金溪小学师生代表及

周边群众到派出所体验警营生

活。

活动现场，交警铁骑、特警

防暴车、手枪、冲锋枪、无人机等

特种车辆及武器装备排列整齐，

受邀代表们在民警讲解示范下

接触体验武器枪械的使用，还有

破门器、破窗器、臂盾、酒精测试

仪等专业警用装备，师生和群众

都看得目不转睛。

大家还在民警的带领下分

批次走进指挥大厅参观交流，零

距离感受公安工作的新变化、新

气象，领略公安改革的风采。参

观中大家兴致勃勃，认真听取民

警的讲解，不时提问咨询，民警

一一进行详细解答。

“咦，这不就是我们学校

吗？”在勤务指挥室，民警向大家

仔细讲解了日常的接警流程，同

时通过高清视频探头调出学校

门口路段的实时画面，熟悉的场

景使得学生们异常兴奋，不禁感

叹视频“天网”的神奇。

除了展示设备、“天网”等，

教育也是此次警营开放日的重

点。“冰毒”“摇头丸”“K粉”各式

各样的毒品模型摆放在学生们

面前，民警提醒同学们要深刻认

识毒品的危害，不要轻易接受陌

生人给的食品、药品，也不要轻

易相信“天上掉馅饼”，提醒学生

们要做一个守法、懂法的公民。

通过参观学习，师生和群众

均表示获益匪浅，对公安工作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并懂得遇到警

情或危难时如何拨打110电话

报警，同时对毒品危害有了深刻

的认识。和顺派出所方面表示，

希望通过警营开放日活动，让社

会各界更加深入了解公安工作

和民警的生活，拉近警民距离，

提高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平安里

水建设的意识。

花都开好了 却卖不出去
各地花市取消，南海花卉博览园花企“用尽法宝”拓宽销路

香港慈善组织
向麻奢小学捐资55万港元

和顺派出所举行“一心为民110，砥砺奋进新

征程”主题警营开放日活动

师生入警营
体验“110”

■香港志媚基金会总经理谢勇绍（右）向麻奢小学校长潘胜锋授予捐赠支票。

■民警向学生展示各式手枪。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里水镇

的南海花博园蝴蝶兰种植基地，

发现各式各样的蝴蝶兰已经灿

烂绽放，让人不禁驻足欣赏。南

海花博园的蝴蝶兰以种类多样、

品质优良、价格实惠、造型精致、

设计新颖等卖点著称，受到国内

外消费者的青睐。目前南海花

博园共有100多个蝴蝶兰品种，

2021年预计会有近500万盆蝴

蝶兰准备上市。

然而，由于多个年宵花市

被取消，导致蝴蝶兰的批发情

况不容乐观，不少商家不堪重

负，损失惨重。“年宵花是全年

中交易量和价格的最高点，受

疫情影响，年宵花的订单比往

年少了很多。”陈华妹是南海花

博园进驻商家双城兰业的负责

人，对于年宵花市被取消所导

致的滞销问题，她感到无奈。

“现在花市取消，我们都

不敢进货太多。”前来批发蝴

蝶兰的李先生是南海花博园

的“常客”，往年都会下一大笔

订单来迎接年宵花市。但如

今他持观望态度，担心进货太

多导致滞销。

批发销售受挫，终端销售

同样“碰壁”。据陈华妹介绍，

每年春节前20天左右，南海花

博园的蝴蝶兰企业就会开始紧

锣密鼓地开展年宵花专项营销

活动。前店后场，各具特色的

组合盆栽展示着蝴蝶兰的千姿

百态，处处洋溢着祥和喜庆的

春节气氛，抓住消费者的眼球，

有效促进年宵花的销售。

“许多消费者倾向于选购

适合家庭或室内摆放的中小型

蝴蝶兰，价格一般在100元到

300元。”陈华妹说，以往消费者

对年宵花的类型、色彩和价格

都较为重视，会亲自到现场选

购。“往年这个时候已经有大批

客户来预订蝴蝶兰了，但现在

几乎没有外来车辆进出园区。”

不少花企对消费市场信心不

足，加上交通物流方面存在较

多不确定因素，最终导致蝴蝶

兰只能在温室里盛开，而为了

减少维护和包装等环节的成

本，花农们只能“狠心”地将大

量蝴蝶兰剪掉销毁。

疫情让花企遭遇前所未有

的打击，但花企没有“低头”。

花企们在微信、抖音、淘宝、拼

多多等平台，以代金券、产品折

扣等形式加大销售力度。同

时，通过社区宣传、社区团购等

渠道，以满赠的方式惠顾熟客，

既能宣传企业品牌，又能提升

忠实顾客的黏性。为了吸引客

流，不少花企还适时推出几款

价格相对实惠的蝴蝶兰产品。

随着消费能力的提升，精

巧创意的组盆蝴蝶兰越来越受

到追捧。但由于客户群体相对

固定，花企一般都是根据婚庆、

节庆、公司等市场提供定制化

盆栽，因此容易形成稳固化的

销路。“卖不出去，我们就拓宽

销售渠道，让更多的人能买

到。”陈华妹说，蝴蝶兰企业应

该抱团发展，多沟通交流，齐心

协力度过这场“寒冬”。如今，

双城兰业通过推出蝴蝶兰礼盒

和组盆产品，与超市、租摆公司

和物流公司等合作，拓宽销售

渠道。

线下“花心机”，线上也“给

力”。近年来，电商直播一次又

一次地被推上风口浪尖。疫情

期间，电商直播更是成为不少

商家的销售“利器”。南海花博

园内的花之美兰业通过直播、

短视频平台等“自救”方式销售

产品。“电商直播不仅增加了销

售额，还挖掘了潜在客户群

体。”花之美兰业相关负责人表

示，直播卖花吸引了许多原本

对蝴蝶兰不感兴趣的年轻客

户，他们通过观看直播，直观地

感受到花卉的魅力，并尝试在

新年之际置办年花。

经过一年时间，花之美兰

业收获了喜人的销售成绩，一

些迷你品种和稀有品种备受欢

迎。“直播平台让商家和客户只

隔着屏幕的距离，就能‘面对

面’达成即时的沟通互动。”在

花之美兰业相关负责人看来，

电商直播不仅能让消费者认识

蝴蝶兰的品种、种植环境、日常

种植、病虫害等产品信息，还能

让更多人了解花农当前所遭遇

的困境，引起他们对“爱心助

农”的关注。

“花都开好了，却卖不出

去。”看着温室内摆满的蝴蝶兰

盆栽，南海花卉博览园（下称“南

海花博园”）的一名花企负责人

言语中透露着无奈。近日，记者

通过走访发现，本应在春节前夕

吸引大批游客和消费者前来观

光采购的南海花博园，如今显得

相当冷清。

为响应疫情防控要求，2021

年佛山市内多处年宵花市相应

取消。年宵花市作为花卉销售

的最佳节点，关系到花卉销售和

花农收入。在严峻的态势下，花

企迎难而上，希望拓宽线上线下

销售渠道，借力政府、园区、物流

等多方资源，“重振”花卉产业。

取消年宵花市 年花面临滞销

花企迎难而上 拓宽销售渠道

运输更有保障 宣传初见成效

文/珠江时报记者邓施恩

图/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

▲花农在精心打理蝴蝶兰。

▲花农在修剪蝴蝶兰。

▲春节前夕，本应吸引大批游客和消费者前来观光和采购的南海

花博园，如今显得相当冷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