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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培晓：

滨州“草柳编大王”做起“新农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鹏飞 通讯员 李超 刘玲燕

从 2006 年开淘宝网店销售草编制
品开始，11年间，贾培晓夫妻诚心经营的

“目暖家居”成为了淘宝商城好评如潮的
知名店铺。而借助阿里的淘宝平台，贾
培晓也从一名返乡大学生变身“草柳编
大王”，逐步成长为博兴乃至滨州知名的
农民网商企业家，并带动了一方乡亲发
家致富。

如今，贾培晓这位早已功成名就的
“草柳编大王”却又干起了新行当——和
江苏的销售团队合作，在博兴县店子镇
承包了 300 亩地种植博兴特产网纹瓜，
转型成为“新农人”。

辞职创业开起草柳编网
店，和妻子过起“苦日子”

大学毕业后，贾培晓和许多刚毕业
的大学生一样，怀着对未来无限的激情
和期许，用为数不多的积蓄开了一家公
司。但经营不到一年，公司就陷入了困
境，不久后倒闭，这给满怀激情的贾培晓
泼了一盆冷水。初经生意的失败，让这
个年轻人开始从最初的想当老板，变成
了打工一族，在东营一家油田公司做起
了行政经理。

“当时，在外人看起来这份工作十分
稳定，收入和待遇都很好。但对我来说，
工作日复一日的机械性重复，加上身边
的同事年纪都比较大，让我感觉自己越
活越缺少激情，仿佛一眼就能看到自己
老了时候的样子。”贾培晓说，几年的打
工也并不是一无所获，期间他收获了自
己的爱情——2005年，他和同在一个公
司打工、小他两岁的济宁姑娘孟丽丽喜
结连理。

结婚后，夫妻二人辞了职，决定一起
回贾培晓的老家博兴县锦秋街道湾头村

创业。之后一年时间里，夫妻俩兜兜转转
做过多次创业尝试，无奈都以失败告终。
之后，由于再次创业的资金并不充裕，俩
人这才打起了开草柳编网店的主意。

“我创业最困难的时候，全身只有50
元，银行没有一点存款，我爱人每天晚上
20点之后去超市，因为只有那个时间超
市才有便宜的蔬菜出售。”——这段话，
是贾培晓在今年第三届联合国电子商务
周论坛上回忆自己最初创业时所说的，
从中不难看出他最初创业时的艰难。

网店营业额火箭式攀升，
开启美好生活的同时带出一
个“淘宝村”

熬过了最初的艰难，2010年起，贾培
晓的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期，他注册了自
己的品牌“目暖家居”，进入天猫商城销
售；2012 年，销售额达到 300 万元；2013
年、2014 年，销售额均突破 1000 万元；
2015 年、2016 年，销售额稳定在 1000 万
元以上。

记者采访时，贾培晓正在自家仓库
里忙着检验为东营市黄河口生态旅游区
制作的草编垃圾桶。今年，黄河口生态
旅游区争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部设
施都需要更新升级，进行特色化打造。
经过考察，决定将景区所有的垃圾桶全
部更换为更具地方特色的草编垃圾桶。
贾培晓介绍，这一批定制的草编垃圾桶
有 700 多个，编制完成后全部进行了桐
油处理，做到防水、防虫。“过段时间，这
批草编垃圾桶就将亮相黄河口生态旅游
区，相信一定能为景区争创国家5A级旅
游景区加分。”

当记者问起网店的销售情况时，贾
培晓说，今年上半年，网店的营业额已经

达到三四百万元，与往年持平。他说，最
期待的就是“双十一”到来，因为“双十
一”一天的营业额就可能突破千万元大
关。“一个网商一年的销售成功与否，基
本上都在这一天找到答案。”贾培晓说。

从2010年网店生意好起来后，为了
让网店继续保持高销量，贾培晓更加不
惜血本“充电”。他告诉记者，2013年，他
基本上每周都自己买机票飞杭州，就为
了能和其他优秀的淘宝店主交流，多学点
推广、经营经验。一年下来，光机票就攒
了厚厚一摞。甚至到现在，贾培晓还会定
期自费到杭州、北京等地，与在经营中结
识的其他成功的网商、微商朋友“组局”。
大家一起品茶饮酒，海阔天空地畅谈感想
和经营理念，从而碰撞出新的经营、推广
方案，再各自运用到自己的经营之中。

随着“目暖家居”的销售额不断攀
升，在贾培晓的带动下，当地的编织产业
规模不断壮大，不仅越来越多的乡亲开
始从事电子商务，周边物流快递、木器加
工、纸箱包装等行业也快速发展，并形成
了完整的产业链条。目前，湾头村已有
网店经营户 700 多户，辐射周边乡镇村
庄 2000 多户网店店铺，全村 2013 年、
2014年网上交易额分别达到1.17亿元和
3.1亿元，2013年被阿里巴巴评为全国14
个“淘宝村”之一。

贾培晓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在联合国电子商务周论坛
上，他借助PPT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如
今的美好生活——“我在 2015 年投资
300 万元人民币建了一座 700 平方米的
房子，还有 1000 平方米的仓储，现在我
有一个10人的团队，当然我也有自己的
私家车，现在感觉还是非常幸福的。”

和江苏团队合作开发博
兴网纹瓜销售市场，转型做起
“新农人”

经过十几年的商海历练，贾培晓对
经营有了更多的思考。在他看来，由于
编工越来越少、同类型网店越来越多等
原因，目前草柳编市场已经趋于饱和。

意识到这点后，贾培晓就开始琢磨
着依托电商平台实现转型。十几年的积
累，让他有了转型和扩大商业版图的资
本。同时，在专业团队的运营下，“目暖家
居”草柳编网店营业额持续稳中有升，也
让他少了后顾之忧。最终，经过一番调研
和接洽，他瞄准了博兴特产——网纹瓜。

“网纹瓜是博兴特产，在全国来说知
道的人并不多。经过前期考察和比对，
网纹瓜的糖分含量和口感可以说在瓜类

里属于上乘。因此，我很看好这个市
场。”贾培晓介绍，网纹瓜类似于哈密瓜，
糖分含量能达到17%—19%，在同类瓜中
属于佼佼者。而且网纹瓜一年能长两
茬，第一茬5月—7月为采摘期，第二茬9
月—11月为采摘期，销售期较长。最终，
经过一番接洽，他和江苏的一个销售团
队建立了合作。江苏团队负责网纹瓜的
包装设计、推广策划、销售等环节，贾培
晓则负责网纹瓜的种植、采摘、品牌、价
格等事宜。

为了确保网纹瓜的品质，统一市场
价格，贾培晓成立了滨州原初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注册了全国首个网纹瓜品牌
——“一本原初”网纹瓜商标，并在博兴
县店子镇承包了 300 亩地种植网纹瓜。

“从种子到育苗、技术指导，再到后期的
采摘、包装，公司都有专业团队负责运
作。”贾培晓说，除了在店子镇种植网纹
瓜外，他还和专业科研院所合作，不断开
发、引进新的水果品种，并将根据不同水
果的特性在全国各地开辟种植基地。“我
的最终目标是，把全国最好的水果资源
引入博兴，同时把博兴好的水果资源推
广到全国。”贾培晓说。

贾培晓介绍，纹瓜的销售主要集中
在三个渠道——电商、微商和线下水果
批发。而和草柳编一样，互联网电商平
台是主战场，他将借力新农人和新农堂
两大农产品销售平台，再加上自己的电
商、微商好友助力，实现销售市场最大
化。今年 6 月份，他的团队通过电商平
台推出了网纹瓜试吃装,反馈效果很
好。9月份，第二茬网纹瓜开始采摘并登
录电商平台，目前已销售10000单，保守
估计至少10万斤。

而从草柳编大王到种植网纹瓜的
“新农人”，贾培晓的转型来得猝不及防，
却又似乎顺理成章。“现在人们的口味变
了，更喜欢绿色、健康的产品，因此种植
业前景广阔。”贾培晓说出了自己对市场
的判断。同时，在电商领域摸爬滚打十
几年后，他也渴望跳出草柳编产业的瓶
颈，再次找到一个新的商机，实现跨行业
转型、“两条腿走路”。

采访时，记者提到了昔日“烟王”、红
塔山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所开发的“褚
橙”。对此，贾培晓说，自己的网纹瓜市
场打造和“褚橙”之路类似，但火候尚浅，
只能一步步探索、尝试。希望在未来几
年，网纹瓜可以在电商、微商带动下，借
势“互联网+”站上风口，开辟更大的市
场。相信到时候，博兴网纹瓜会像博兴
草柳编一样火爆全国。

2017年11月8日 星期三
电子邮箱：bzrb@163.com
滨州网网址：www.binzhouw.com滨州网事6 责任编辑：李鹏飞 肖静

电话：3186761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婧雨 报道）11月
6日，在第十八个记者节即将到来之际，滨州传媒
集团“心心向‘融’我爱我家”员工微影像大赛在集
团一楼演播大厅举行。19部满怀记者诚意的影像
作品陆续放映。滨州日报社参赛作品《如果你的
家人朋友是记者，请原谅Ta!》荣获一等奖。

此次大赛从今年初开始筹备，旨在让集团干
部职工展现风采，激发创意，给各单位提供一个用

微影像进行创作和竞技的舞台。经过初选，
共有 19 部作品进入最终评选及展播环

节。评选采取10分制，要求参赛作品紧
扣“心心向‘融’我爱我家”这一主题，

故事完整、表述清晰，积极向上。
比赛中，选手们通过精心制

作的视频，向大家展示了记者工作、生活的场景，
让外界对记者这个职业有了更多理解和重新认
识。参赛视频的形式也丰富多样，包括微电影、
恶搞短片、微纪录片、自拍秀等。

最终，《如果你的家人朋友是记者，请原谅
Ta!》、《谁是凶手》《奇妙·家》3部作品获得本次大
赛一等奖。此外，入围最终环节的19部作品中，
有8部作品出自滨州日报社记者之手。这8部作
品风格多样,或俏皮,或感人,或真实,引得观众在
欢乐中体味新闻人的不易与乐观，感人之处更让
不少通过网络直播观看的网友大呼“泪崩”。您
可以扫描二维码，观看这8部精彩视频。

滨州传媒集团“心心向‘融’我爱我家”员工微影像大赛举办，决赛19部作品中，
滨州日报入围8部，可扫码观看

滨州日报微视频组团亮相获赞

滨州加联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
理侯存彪：

“滨州网孵化成功，
滨州就有了专属云平台”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田政

近年来，随着移动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涉及
的领域也不断扩大。对此，自
2011 从上海回滨州从事互联
网业务的滨州加联加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侯存彪深
有感触。他说，滨州各级领导
都特别重视滨州领域、行业的
信息化，特别关注“互联网+”

技术的发展，滨州的很多部门
信息化工作在全省乃至全国
都比较先进。而在他看来，所
有“互联网+”平台最终都将落
脚到“互联网+人”上，关注人
的生活需求、精神追求和发展
需要。

日前，针对“互联网+滨
州”以及滨州网建设的相关问
题，记者对侯存彪进行了专访。

我市应系统做好“互联网+滨州”顶
层设计，实现各部门在“互联网+城市”大
生态里互联互通

记者：目前，滨州很多部
门的信息化工作走在了全省
和全国前列，请举几个例子。

侯存彪：滨州有两个非常
好的案例，一个是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一体化信息系统，另
一个是市扶贫办牵头建设的
滨州市精准扶贫一体化管理
平台，这两个平台在全国来说
都很先进。其中，由滨州本土
互联网公司加联加独立研发
的滨州市精准扶贫一体化管
理平台不仅得到《人民日报》
点赞，更吸引了不少城市来滨
学习。

记者：请结合这些平台的
发展，谈一谈您对“互联网+滨
州”的理解。

作为我个人而言，关于
“互联网+滨州”的未来发展，
有几条不太成熟的建议：

其一，目前滨州各部门都

开展了信息化工作，但处于各
自为战的阶段，跨部门间的协
作还需通过人工完成。下一
步，应该从整个城市的角度系
统地考量“互联网+滨州”命
题，做好“互联网+滨州”的顶
层设计，使各部门的平台在一
个大的“互联网+城市”生态里
互联互通。

其二，滨州除了引进外地
先进的信息化平台外，更需要
发展本土的信息产业，孵化本
土的互联网公司。目前，由滨
州日报社主办、滨州加联加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滨州
网发展前景很好。滨州网是
基于社交属性的内容+服务的

“互联网+城市”平台，包括滨
州人、滨州号、滨州圈、应用号、
地区号五大主体，致力打造政
府部门的互联网创新平台与
个人商家的互联网创业平台。

滨州网即滨州自己的“滨州云”，可
实现“互联网+”领域内的城市各单位互
联互通

记者：作为基于社交属性
的内容+服务的“互联网+城
市”平台，请您详细谈一谈滨
州网的特点。

侯存彪：滨州网追求移动
互联网时代的人本社交，而非
论坛时期、SNS 时期和 IM 时
代早期的社交。滨州网做的
是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内
容生产平台、内容分发平台、内
容变现平台，而非传统门户网
站。滨州网致力于实现人人
都是内容的生产者，人人都是
内容的消费者、传播者的理念。

滨州网做的是以用户需
求为中心的服务接入平台、服
务分发平台、服务连接平台，
通过体验式分发和直达式分
发，将滨州网内的内容与服务
提炼出来，重新组织呈现，然
后直接送达给用户，而非做具
体的服务或罗列一些简单的
服务。滨州网致力于实现人
人都是服务的提供者，实现人
人都是服务的使用者、分享者
的理念。

记者：目前滨州网设计了
哪些板块，这些板块的定位和
功能为何？

侯存彪：滨州网是一个超
级大平台，同时也是一个超级
连接器，把人与信息连接起
来，把人与服务连接起来，把
人与商品连接起来，把人与人
连接起来，把人与单位连接起
来，这样就完全符合滨州网的
理念——连接滨州的力量。
滨州网构建了滨州的“互联
网+城市”生态，滨州网就是我
们滨州的滨州云。目前，滨州
网的主要版块有以下几个：

“滨州人”版块。所有滨
州市民都可以在滨州网上开
通自己专属的网上主页宣传
自己，营销自己。滨州网坚持

“以用户为中心”，借助百度、
阿里、腾讯开放的人工智能推
荐引擎，推荐给用户喜欢的、
需要的或者场景下动态需要
的内容与服务，做到千人千
面，而非千人一面。

“滨州号”版块。该版块
分为两部分：其一，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可以在滨州网上申
请专属滨州号，打造线上政
府、医院、银行等；其二，企业
商家也可以申请滨州号，借助
滨州网打造线上商铺。

“滨州圈”版块。该版块
以个人用户为基础，旨在打造
兴趣圈、生活圈、行业圈等各
种圈子。滨州网通过圈子实
现社区化、内容化、功能化运
营，为个人商家提供无限商
机。

“应用号”版块。该版块
的独特之处在于，全市各行业
领域能够申请使用应用号。
滨州网通过接入聚合各种低
频的应用，再精准地推送给用
户，实现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再
利用。此外，该版块还包括地
区号子模块。该模块包括滨
州网旗下邹平网、沾化网等10
个县区网，既可独立运营又可
互联互通。综合来讲，如果滨
州网的模式孵化成功，全国
600 多个城市都可以借鉴、应
用。届时，不仅对于滨州经济
社会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
用，更能有效提升滨州的全国
知名度和影响力。

伴你回家伴你回家 老裴老裴、、小田学舞记小田学舞记 设计工作室宣传片设计工作室宣传片 动感报社动感报社 什么是记者什么是记者

我们是我们是””9090后后““，，我们我们
为新一代媒体人代言为新一代媒体人代言

有深度更有温度的有深度更有温度的：：
时政之家时政之家

如果你的家人朋友是记如果你的家人朋友是记
者者，，请原谅请原谅TaTa！！

编者按：
11月1日，《滨州日报》正式改版，她将不再是一张纸，而变身为一个更加宽阔的平台——携手滨州网、滨州网手机客户端以及微博、微信等，通过

媒体融合聚力滨州宣传。
改版的同时，本报特推出《滨州网事》专版，下设“电商人物志”“互联网‘大咖’谈”“互联网+活动”“微社区”“网问报答”等版块，旨在更加深入、全面

地发掘报道与滨州有关的“互联网+”人物，梳理滨州“互联网+”发展脉络，寻找更有趣、更好玩的“互联网+”新鲜事，让“互联网”真正“+”上滨州的方方
面面，并跃然纸上，以飨读者。

“互联网+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