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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下单线上下单、、线下提货的社区团购模式在我市悄然兴起线下提货的社区团购模式在我市悄然兴起，，因价格因价格
便宜便宜、、方便快捷受到市民青睐的同时方便快捷受到市民青睐的同时，，产品质量和安全等问题也引产品质量和安全等问题也引
起不少关注起不少关注——

社区团购社区团购，，便捷背便捷背后有隐忧后有隐忧
□见习记者马溪遥

小区微信群内一条条促销团
购信息、小程序链接不断刷屏，市
民足不出户、动动手指线上下单，
第二天就能在“家门口”领到想买
的鸡鸭鱼肉、蔬菜水果等。自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这种通过微信
在十荟团、食享会、同程生活等社
区团购公司平台线上下单、线下自
提的社区团购模式，已成为继电
商、微商之后兴起的一种新型消费
模式，其因便捷实惠，受到越来越
多人尤其是“上班族”的青睐。

那么，社区团购在我市发展情
况如何？连日来，宜兴市融媒体中
心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

社区团购渐受青睐

“今日可团：冷鲜牛腱肉、红糖
馒头、红心地瓜、鹌鹑蛋、糯玉米、
牙膏和精选鸭掌……”在城区丝绸
花园小区的一品牌社区团购微信
群里，从蔬菜水果、肉蛋奶食品到
居家百货等一应俱全，犹如一个

“百货商场”。每天早上，“团长”会
将当日新上架的产品链接一一发
送到团购群里，并“吆喝”当日促销
特价产品，随后业主们既可以直接
在群里下单，也可以通过团购小程
序下单。该小区居民常女士因要
照顾自家店的生意，又要关注孩子
的学习生活，每天买菜成了她较为
头痛的问题。去年年底，常女士收
到小区邻居发来的邀请，加入了小
区业主创建的一个团购群。起初，
常女士因不知群里发布的产品质
量如何，一直持观望态度，可后来
禁不住其价格便宜，尝试着购买了
一次水果，发现挺新鲜，便喜欢上
了社区团购。特别是在疫情防控
期间，常女士成为该团购群的常

客，购买蔬菜水果、居家百货等，她
都会优先考虑社区团购。

走访中，很多市民都跟常女士
一样，对社区团购从一开始好奇、
尝试，到后来习惯。其中，社区团
购格外受到“上班族”和“宝妈”的
青睐。“我每天送完孩子要去上班，
菜市场周边停车不便，家里老人腿
脚也不好。”家住城区岳堤南苑的
陈女士说，加入业主团购群后，她
都通过社区团购的小程序下单买
果蔬、禽肉等，解决了她家的买菜
问题。疫情期间，为尽量减少出
门，陈女士等小区业主基本上都在
团购群里下单采购物资。“团长”将
产品信息发到群里，业主下单之
后，预定的物资通常在次日就会送
达，“团长”会通知大家领取。有市
民表示，在社区团购群里，最多的
时候，一个月就花费了一千多元，
但仍比超市划算得多。受疫情影
响，我市一些遭遇销售难题的种植
养殖户等，也纷纷开通微信团购
群，在群里发布“秒杀款”产品，以
此来弥补损失。

兼职“团长”收入可观

社区团购的出现，也衍生出社
区“团长”这个新兴职业。记者了
解到，“团长”大多为小区业主，也
是小区采购的负责人。基于社区
邻里关系，“团长”负责建群运营、
推荐产品、销售及分发货品、售后
服务等。

家住城区潢潼花园的市民赵
女士就是一社区团购平台的“团
长”，做团购已有近一年的时间。
因是兼职，她有额外收入的同时还
方便自己购物，所以一直坚持至
今。“平时上班之余，我兼职一社区

团购平台的‘团长’，多数来下单的
客户都是亲朋好友或附近的邻
居。”赵女士说，最初自己只是在团
购群里下单购物，后来听说拉个群
做“团长”就能挣提成，她便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做起了“团长”。赵女
士每天将促销商品分享进群，客户
通过小程序下单，第二天团购平台
会将下单的商品统一配送到赵女
士的地址，由赵女士核验过产品质
量后送货上门或由客户自行取
货。虽然整个流程看似简单，但实
际运营起来极其繁琐，有人搞不懂
小程序付款流程，有人要求送货上
门，有人嫌数量太多求拼单……这
些都要求赵女士时不时“盯着”手
机，答复群里客户的问题。在赵女
士看来，社区团购最重要的是有好
的产品、好的服务以及好的口碑。
因为客户群体大多相互认识，有一
些产品甚至是赵女士先购买“试
水”后再推荐给大家，生鲜类产品
则要检查过后再分发，若有问题，
会直接退回售后。

赵女士说，做“团长”主要是靠
业绩提成，客户下的每一单，“团
长”都能拿到提成。以她自己为
例，起初做“团长”时每月只有几百
元收入，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开
始尝试社区团购，眼下她每月能拿
到1000多元提成，而一些兼职“团
长”每月甚至能有3000多元收入。

新兴模式仍需完善

那么，在社区团购蓬勃兴起的
同时，如何确保团购产品的质量和
安全？对此，多数市民表示，目前，
除了看“团长”积累的口碑、尽量选
择大平台之外，并无更多渠道。还
有一些市民则表示，自己从未考虑

过团购产品的溯源、农药或兽药残
留检测等方面是否存在问题。

目前，社区团购产品中生鲜农
产品占了很大比例，包括蔬菜、瓜
果、禽肉类、海产品等，但是否经过
专业部门的检验检疫却难以知
晓。“我曾询问‘团长’产品质量是
否有保证，对方告知所有入驻该平
台的商家都需要持有相关证书，但
我仅从购买页面上无从考证。”市
民蒋女士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虽然
社区团购平台多宣称其长期帮助农
户将土特产直供给城市社区家庭，
可相关的检疫证明并未公开提供给
消费者核对。当产品分发到大家手
中时，消费者大多只是查看菜是否
新鲜、鸡蛋是否破损等，鲜有人主
动询问或查看相关检测报告。

在配送方面，社区团购大多是
配送至指定地点，由“团长”通知业
主提取。一些需要冰冻或冷藏的
食品，因长时间置于室外，温度过
高，食品变质的情况难以避免。市
民狄女士称，她曾有一次傍晚下班
回小区取订购的雪糕，结果发现装
雪糕的袋子内冰块早已融化，雪糕
摸起来已经明显感觉到融化了，不
过她考虑到价格不高及产品特殊
性，便不了了之，只是后来都不在
社区团购平台购买冷冻食品了。
此外，也有市民透露，一些“团长”
为了扩大其销量，通过朋友关系混
到邻近小区的业主群内，接着独立
建群，将小区业主拉到群内发产品
接龙广告。而在社区团购群中，有
过半消费是先付款后收货，或是先
付定金收货后付尾款，仅有一小部
分团购群的“团长”会采取货到付
款的方式。所以当群主、“团长”非
本小区人员，业主对其不甚了解
时，这种操作就存在一定的风险。

最近一段时间，社区团
购成为不少居民采购的主要
渠道。因其“价格便宜、方便
快捷”的优势，加入社区团购
的市民越来越多，人们纷纷
向“线上”转移，接受并习惯
这种网上买菜的生活方式。
然而，在价格优惠、送货上门
等优势背后，社区团购也面
临着食品安全和相关监管缺
位的拷问。

社区团购的兴起，不仅给
市民生活带来了便利，拉动了
消费，还减轻了一些种植养殖
企业、农户生产经营的压力，
但若仅仅依靠社区团购平台
和“团长”的口碑维系运作是
完全不够的。正如一些社区
团购参与者所说，好的产品、
好的服务以及好的口碑，才是
社区团购持续发展的前提。
如何保证这些前提，让社区团

购这一新兴模式得到健康有
序发展，笔者认为，不能光靠
社区团购平台和“团长”的自
律和自觉，更要依靠相关部门
的有效监管。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
论是从鼓励新生事物更快更
好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保障消
费者权益的角度说，对于社区
团购的监管都不能缺位。笔
者认为，相关部门可以制定相
关标准，提高从业门槛，并完
善社区团购平台和“团长”的
登记备案，一旦出现问题，可
溯源追责。同时，严格要求社
区团购平台出示蔬菜瓜果等
产品的检验检疫证明，对社区
团购平台提供的相关凭证、供
货商进行监管。此外，开放消
费者咨询投诉渠道，让其明
白、放心消费。

（杨 达）

社区团购不该成监管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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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关于

进一步加快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清算工

作的通知》精神，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预

收款清算截止日期为2020年6月30日。凡

在市财政局缴纳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预

收款的建设项目，未办理专项基金返退结算

的，请按照苏财综[2008] 43号《江苏省新型

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

规定办理返退结算;对项目尚未完工和尚未

开工的项目，请提交相关说明材料办理登记

手续。对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办理的，该专项

基金预收款将全额上交财政。

办理地点:宜兴市建筑安装工程管理处

(宜兴市陶都路115号西附楼158)

办理时间: 2020年4月28日前

咨询电话: 0510-80762600

特此公告！

关于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
返退结算的公告

宜兴市财政局
宜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3月28日

为强化高素质人才储备、有效支撑企业经
营发展，我公司同步启动2020校园招聘与社
会招聘工作，将面向2020应届高校毕业生和
往届高校毕业生，分别公开择优招录邮政员工
若干名，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聘专业与岗位
（一）校园招聘岗位：仓储物流
（二）社会招聘岗位：金融柜员
二、校园补招条件
1.毕业时间：2020应届高校毕业生（国民

教育序列，不含民办生、网大生、专升本）。海
外高校应届毕业生应取得毕业证书，并经国家
教育部门学历认证。

2.学历学位：二本及以上学历。入职时，本
科须取得学士学位，硕士须取得硕士学位。

3.专业：所学专业与招聘专业基本对口。
4.成绩：在校成绩良好。本科英语CET-4

成绩425分及以上，硕士英语CET-6成绩425
分及以上，广告设计专业对英语不作强制要
求。

5.身体健康。
6.同等条件下，重点院校学生、学生干部、

党员、多次校级奖学金获得者优先录取。
三、社会招聘招录条件
（一）基本条件
1.爱岗敬业，思想品德端正，无违法、违纪

等不良记录；
2.身体健康，吃苦耐劳，客户服务意识强；
3.毕业满1年（按截至2020年8月31日计

算），且具有较强的岗位胜任能力。
（二）学历条件
具有全日制大学二本及以上学历，不包括

民办生、网大生。海外高校应届毕业生应取得
毕业证书，并经国家教育部门学历认证。

（三）年龄条件
35周岁以下。
（四）其他条件
1.具有金融、营销等相关工作经历的人员

优先考虑。

2.本地户籍人员优先考虑。
四、报名方式、时间
报名截止时间为2020年4月28日。
只接受网上报名，报名网址：智联招聘网

站首页及城市频道（jsyz2020.zhaopin.com）、
前程无忧网站首页及城市频道(www.51job.
com)、江苏邮政官方网站（js.chinapost.com.
cn）

五、一经录用，薪酬待遇按公司相关规定
执行。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宜兴市分公司

2020年4月3日

2020年宜兴邮政分公司校园招聘和社会招聘公告

分 类
信 息
小投入 大回报

咨询热线：81729678 13585030196

无锡市润坤牧业有限公司
母猪扩繁与生猪养殖场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无锡市润坤牧业有限公司委托江苏圣泰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
担我《无锡市润坤牧业有限公司母猪扩繁与生猪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现该报告已经基本编制完成，按照《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的规定，现对该项目进行第二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母猪扩繁与生猪养殖场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宜兴市杨巷镇欧林村
建设单位：无锡市润坤牧业有限公司
建设规模：企业租赁欧林村450亩土地建设母猪扩繁与生猪养殖

场，规模为年存栏种猪母猪5000头，年出栏仔猪10万头，投存栏商品猪
5万头。

二、公众意见表及报告获取方式
见http://www.yixing.gov.cn/doc/2020/04/10/845007.shtml。
三、公示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自行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进行填写，填写后交建设

单位或环评单位，也可发送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相关联系人邮箱
（http://www.yixing.gov.cn/doc/2020/04/10/845007.shtml）。

无锡市润坤牧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