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有农产品推广经验的专业网红
们在直播平台拥有粉丝几十万至数百万
不等。他们面对镜头采摘，用生动的语
言表达试吃感受，期间写有“塘栖枇杷合
作社”的淘宝店铺名牌不时出现在他们
手里。

虽然没有专业网红熟练，但学员胜
在懂枇杷。东湖街道姚家埭村的戴小芳
负责家里的枇杷生意已有七八年，去年
通过朋友圈推广、客户推荐等，300多棵

枇杷树的果子供不应求。“推广塘栖枇
杷，保护和推动产业发展”是她此次主动
报名参加培训的原因。

当天，戴小芳拿着手机从枇杷的一
片叶子讲到一颗果子，细数各品种的区
别，和直播间的粉丝不时互动，介绍塘南
一带的枇杷种植历史。对她来说，直播
的难点在于吸引留住粉丝，直播过程偶
有小意外，农村电商孵化中心网红电商
基地的工作人员会马上帮助学员处理。

为了帮助学员上手，此次直播安排
“老带新”环节，网红和学员优势互补，共
同推介塘栖枇杷。在直播过程中，戴小
芳负责枇杷品鉴、背景介绍，网红则不断
抛出“除了吃，枇杷还有什么功能”“塘栖
枇杷为什么这么有名”等问题，确保直播
间话题不间断、不冷场。

“只要有一个人在看，就要好好地介
绍，更重要的是把产品的内涵说出来。”
戴小芳和同是学员的姚旭涛不约而同地

说出了这句话。他们认为，随着选择越
来越多，吸引消费者的利器就是产品附
加值。“枇杷的药用价值、产地的历史文
化，有必要让消费者知道。他们买的不
仅仅是一颗枇杷，所以价格贵点也愿意
买单。”

据枇杷种植户预计，今年塘栖软条
白沙枇杷售价略高于去年，预计 30元/
斤。由于销售渠道越来越畅通，他们感
觉今年可能会供不应求。

网红卖力吆喝助卖农产品 本地学员实操互动让流量变现

塘栖枇杷试水新型“直播”网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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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通过直播，今年枇杷会卖得更好。”这几天，塘栖镇水果商姚旭涛每天忙着打理来自电商平台

的枇杷订单。其中，一个5斤软条白沙的订单比较特别，电脑显示客户来自抖音。

步入电商时代，塘栖枇杷的销售从线下转为线上，从传统电商平台进军新型“直播”网销。区农业农村

局提前布局，设立农村电商孵化中心网红电商基地，首次试水的就是刚刚上市的塘栖枇杷，通过网红直播，

拓宽销售渠道，提升塘栖枇杷的知名度。在两次为期6天的培训实操期间，10位本地学员学习了如何直播

营销，如何与观众互动，如何让流量变现。

记者 潘怡雯

网红“芝芝”（右）带领学员姚旭涛一起做直播

网红“柯柯”（左）和“宁宁”直播推介塘栖枇杷

为“未来智造城”建设主力军喝彩

聚焦开发区新时代工人力量

18名被告人的庭审仅用了2小时
区检察院创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形成“余杭样本”

超级工场背后
的超级设计师
张银锋：用创造性思维

将中国制造变成世界一流

（记者 杨嘉诚 通讯员 蒋镇娇）开发
区有很多“明星”产品，有充满现代设计气
息、智能化的老板油烟机，有英姿飒爽、承
担重要任务的春风摩托，有运行平稳、接入

“北斗星”的西奥电梯……这些“明星”的背
后，凝结着优秀工业设计师的努力。

在众多优秀工业设计师中，老板电器
的张银锋很独特，他在为企业带来行业内
独一无二产品的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小“孵
化器”，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支持。

张银锋从事工业设计 10年，获得了浙
江省首批工业设计师职业资格认证，目前
是老板电器超级工场负责人，负责前瞻性
的品类创新，帮助企业提前布局市场。

“油烟机26A8”是张银锋到超级工场后
孵化的第一个项目，也是他印象最深的一
个。“这款产品是行业内首款带有空气净化
功能的油烟机，研发时没有先例可循，花了
很大心血。”张银锋向记者坦言，最初这个
项目来源于他的灵光一现，是否具有可行
性都无法证实，在推进项目时心中难免会
有一些忐忑。油烟机具备空气净化功能，
理论上只是加入了一个净化模块，实际设
计却困难重重。张银锋发现，油烟机在运
行中风压较大，设置净化结构、摆放净化模
块难度较大，稍不小心两个功能模块就会
互相影响。

没有先例可循，张银锋只能摸着石头
过河，在一次次实验中不断接近想要的答
案。“我们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成功找
到最优解，期间我们每天都在实验室不断
模拟厨房环境，最多的时候一天用掉近千
升食用油。”张银锋说，“油烟机 26A8”上市
后凭借独有的净化功能瞬间得到了市场青
睐，不仅在东众筹预售中突破 1270%的众
筹目标，最终实现累计销售额超1亿元。

经过多年沉淀，超级工场推出的“油烟
机 8218”首次引入“贝尔托亚”钻石切面设
计理念，开创老板电器全新的设计风格，累
计销售额超 5亿元；2018年成功开发的食
材净化水槽，实现除农残效率99%，获得数
项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截至目前，张银
锋和超级工场累计申请超过20项外观设计
和实用新型等专利，大大充实了企业的创
新“武器库”。

在张银锋眼中，做项目前瞻性研发，既
要有活跃的思维创造力，更要耐得住寂寞。
项目周期一般以年来计算，无法确定项目一
定可以被成功“孵化”，最终走向市场。“研发
过程是寂寞的，会有很多人不理解，但我觉
得中国制造要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就需要有
前瞻性研发人员的存在，这也是一直支撑我
们奋斗的源动力。”张银锋说。

对于荣获“开发区十大工匠”，张银锋
向记者坦言比较意外：“感觉自己还有许多
需要提升的地方，既然拿了这个奖，就更要
鞭策自己不断学习，始终保持创造性思维，
为企业带来更多优质产品。”

五常永福社区引进
清扫智能小帮手

本报讯 （记者 孙晨 通讯员 邵丽
君）现在小区都建有地下停车场，保洁问
题随之而来。五常街道永福社区居民拆迁
后，绝大部分回迁在福鼎家园小区，地下车
库面积大，清洁有难度。

“小区的清洁工人往往人数有限，光每
天清扫建筑和道路都已经很勉强，更不用
说十几万平方米的停车场了。即便是10名
清洁工马不停蹄地干，一天也不能清扫完
整个小区加停车场。”永福社区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对此，社区想到一个解决办法——购
买智能化清扫车，用于福鼎家园小区地下
停车场的清洁。近日，这台小型的驾驶式
扫地车终于在小区“上岗”了，有了它的帮
助，保洁人员工作更加从容，只需一人就能
清扫整个停车场。

据了解，清扫车工作效率高、清洁成本
低、省时又省力，可替代多名人工打扫，而
且清洁效果也好，与传统人工打扫时满地

“狼烟”相比干净多了，让清洁工人身处安
全环境。如今，小区地下车库焕然一新，受
到居民的一致好评。

日前，一起被告人数达18人的赌博案在余杭区法院开庭审理。9时15分，庭审

开始；11时20分，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依据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作出判决，诉判

一致。18名被告人，整个庭审过程仅用了2小时，这一高效的司法工作节奏缘于此

案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大大节省开庭审理时间。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助于提升办案效率，实现公平正义，但必须借力内外联动、

借力信息化手段。据了解，作为全国首批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地区，区

检察院从 2016年以来不断探索这项制度的创新适用，并形成了“标准统一、内外联

动、宽严相济”的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办理的“余杭样本”。

（记者 李雪红 通讯员 余检）“既节
约司法资源，又有利于案结事了。”承办检
察官孔凡宇对此深有体会。这起赌博案涉
案人数众多，犯罪事实相互交叉，各项证据
纷繁庞杂。以往，要审理这样的一起案件，
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一场庭审可能
需要一天甚至几天的时间。

“经过对案件审查，我决定在确保犯罪

嫌疑人自愿的前提下，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孔凡宇联系法律援助中心，为涉案
被告人指定了帮助律师，在明确告知犯罪
嫌疑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后，根据各犯罪
嫌疑人所犯罪行和法律规定，结合他们认
罪认罚的阶段和态度差异，审慎地提出了
相应的量刑建议，并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
各个嫌疑人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

来自四川的宋某是一名“00后”，被公
安机关刑事拘留时，距离他 18周岁生日才
刚刚过去8天。

2019年 3月，宋某到余杭某公司上班，
公司给他安排了宿舍，4张高低铺住了8个
人。第二天凌晨，宋某从睡梦中醒来，发现
室友的手机在充电。这是一部黑色华为
mate20，看起来很新，应该买了没几天。宋
某说，“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手机的价格在
4000元左右，当时手头比较紧，就想偷了卖
点钱花花。”

得手之后，宋某匆匆收拾行李，连夜逃
离。天亮后，他在萧山的一家手机店内以
2750元将赃物变卖。但这钱还没怎么花，
办案民警就找上了门。

在看守所，办案民警告知了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宋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
实，配合民警追赃挽损，并表示自愿认罪认
罚。2019年 4月，宋某涉嫌盗窃罪一案被
移送至余杭区检察院。

因为宋某的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
性不大，依据法律规定，承办检察官徐芬最
终决定对其作相对不起诉处理。“这起案件
可以说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这个18岁的
孩子一次冲动后的挽救。”徐芬说。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给了我重新开始
的机会。”在得知自己被作不起诉处理后，
宋某感叹道。

截至 2019年 4月底，区检察院对 2051
件 2227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罪
名达 41项，量刑建议已覆盖 10年以上案
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给了他重新开始的机会

“鉴于被告人周某对量刑存在异议，
致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量刑不当……特提
出抗诉，请依法判处。”区检察院检察官王
桂波在提交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
抗诉书中写道。

涉案被告人周某33岁，在盗窃这桩事
情上已经有不少前科。2018年 7月，周某
因多次在某建设工地盗窃，被移送至余杭
区检察院。

在案件审查中，周某自愿认罪认罚且
对检察机关的指控没有异议，庭审期间，
他仍然明确表示，对指控无异议且自愿认
罪认罚。余杭区法院据此判决采纳公诉
意见，对周某从宽量刑，判处其有期徒刑
10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在案件判决后，周某却以量刑过重等
理由提出上诉，请求改判较轻的判决。“周
某不服判决并提出上诉，导致本案适用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条件不再具备，这时的量
刑是不当的。”王桂波提出了抗诉。

市中院二审判处被告人周某有期徒
刑 11个月，并处罚金 1000元。这个判决
结果比一审时多判了有期徒刑1个月。

无独有偶。涉嫌危险驾驶罪的被告

人孟某也与周某打着一样的“小算盘”。
2018年12月，孟某醉酒驾驶机动车行驶至
星河隧道时，被执勤民警抓了个正着。检
察机关在审查起诉和庭审期间，依法依规
对孟某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区法院
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判处孟某拘役一个
月二十日，并处罚金 4000元。判决后，孟
某却以量刑过重等理由提出上诉，请求改
判。

承办检察官遂即提请抗诉。杭州市
中院二审采纳抗诉意见，判处孟某拘役 2
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选择认罪认罚完
全基于犯罪嫌疑人本身的意愿，这是他们
的权利，也有助于提升司法工作的效率。”
王桂波说，“但是认罪认罚后又提出上诉
的行为，让一个本来很简单的案子变得复
杂，也让我们很多的前期工作成了无用
功，大大浪费了司法资源。”

“这两起案件的成功办理，解决了办
案实践中面临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反悔并
提出上诉，检察机关应该如何应对的问
题，可以说为更好地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区检察院
检察长陈娟说。

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没有“后悔药”

案件办理进入“快车道”量刑建议采纳率达96%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之初，区检察院就结合本区司法实践，牵头出台《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实施细则》，制定该院适用的具体操作规范。同时，坚持员额检察官具
体承办、部门负责人统一把关的办案模式，做到量刑的基本平衡，不断提高量刑建议的准
确率。自2018年以来，该院的量刑建议采纳率已稳定至96%左右。

该院还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断探索与不起诉制度的衔接，对于犯罪嫌疑人认罪
认罚，犯罪情节轻微，退赃退赔获得谅解的，法院可能判处免予刑事处罚或者单处罚金的
案件，适用不起诉制度。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该院对于轻罪案件共作出不起诉决定
339件，占全院不起诉案件总数的68%。

阅读延伸

一部手机、一个支架，5位网红在塘
栖镇张国顺家庭农场的枇杷大棚内开始
直播。农村电商孵化中心网红电商基地
看中的网红不是一般的网红，他们不仅
要懂“三农”，还要拥有农产品推介经验。

“这颗枇杷是我现摘的，是塘栖独有
的软条白沙。皮只有薄薄一层，里面都

是果肉，吃起来鲜嫩酸甜，口感很好。”网
红“黄芭比”一边试吃一边介绍塘栖枇杷
的品质特点、历史文化背景等。期间，他
的直播室有数万粉丝观看，并不时提
问。记者观察发现，粉丝关心的问题大
多集中在枇杷的品种、味道、适宜人群。
对于这些问题，网红只要看一下手中提

前备好的文稿就能对答如流。
农村电商孵化中心网红电商基地负

责人陈术刚告诉记者，网红手中的文稿
浓缩了消费者购买农产品的诉求，涉及
枇杷种植无害合规、口味品质以及产地
历史文化等。

“既要产品好、有特性，也要产地有

说头，支撑产品内涵。”陈术刚认为，网红
直播门槛低、上手快，但并非每种农产
品、每个地方都适合。塘栖枇杷曾在《本
草纲目》中有明确记载可入药，塘栖古镇
处于大运河文化带，水乡风情备受赞誉，

“这正是吸引粉丝长关注并购买的关键
因素。”陈术刚说。

产品有特点 产地有说头 网红直播电商有讲究

网红有流量 学员有专业 一起直播做塘栖枇杷推广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