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2 文匯財經財經新聞 ■責任編輯：楊偉聰、劉理建 2014年5月19日（星期一）

近年來多肉植物在內地年輕一族中頗為流行，作為「文藝范」、「小清
新」代表的多肉植物還被廣泛應用在節日、婚禮等一些特殊的日子。王義
波指「其實『多肉』植物在日本、韓國、荷蘭等國家已經流行一兩百年
了，在中國是最近幾年才流行起來」。

在國外，原來多肉咖啡廳、多肉聖誕樹、多肉牆、多肉組合禮盒、多肉
手捧鮮花等一系列的「多肉主題」充斥着人們小資情調的生活。

「下一步，我想帶領多肉植物搶佔婚慶市場，用多肉植物布置婚禮現
場，或將多肉盆栽設計成婚禮伴手禮送出去。以前婚禮上的鮮花幾天就乾
死了，多肉植物則可以放在盆裡繼續生長，把『喜氣』帶到親朋好友家
中，延續下去，讓更多的人喜歡上多肉植物。」

拓多肉植物婚慶市場

「我現在主要是感覺『供不應求』，母本不能賣，幼本卻生長得很慢，網
上銷售很多時候客人看上的，我還不能賣。這很影響我的銷售額和信譽。」
王義波指為了解決這一難題，查閱了很多「養肉」書籍，閒暇時間就和「肉
友」討論，終於找到肉肉生長瓶頸的「突破口」。原來王義波一直使用家鄉
的土壤栽種，這種土壤不適合「肉肉」生長，所以生長得很慢。

進口丹麥土壤
為了配出適合「肉肉」生長的土壤，王義波還從丹麥進口土壤，把含有

珍珠岩、桎石、泥炭的土壤配在一起，營造出鬆軟、透氣、保水的土質。
雖然進口土壤成本高了，但王義波感覺這樣還是值得的。

訂單多了以後，花棚裡的肉肉量已經跟不上訂單量了，登門求「肉」的人
更是絡繹不絕，讓王義波看到了「肉肉」的市場潛力，於是下定決心投資
200萬元建造「肉肉自動養殖大棚」。「溫度、光照、土壤是『肉肉』成長
的關鍵。現在正在籌建的肉肉大棚佔地6畝，裡面安裝上自動噴水器、自動
控溫器等一系列自動設備來控制這三大要素，幫助『肉肉』生長得更好。」

200萬投建養殖大棚

走進王義波的「多肉植物大
棚」，一排排玲瓏別致的花

盆裡長滿各式多肉植物。王義波
介紹指，「這種披着白色絨毛、

尖端有紅褐色突起、形狀極像剛出生小熊掌的
叫做熊童子；這種葉片晶瑩剔透的是玉露；這
種如同綠色玫瑰花球的是山地玫瑰」。僅他現
在的大棚內品種就多逾1000 種，一座佔地6
畝、投資200多萬元的「肉肉自動養殖大棚」
正在籌建中。

發現商機辭職養「肉」
談起經營多肉植物的歷程，王義波指他是從

愛好中發現商機的。2009年，在日本定居的姐
姐帶了一盆「多肉植物」送給王義波，剛見到
「肉肉」的王義波一下子就被其「呆萌呆萌」
的造型吸引住了。隨着肉肉的長大，原來的花
盆已經容納不下。為了讓這棵小植物生長得更

好，王義波掰下幾片葉子分栽在一個個小盆
裡。過了幾天，他驚喜發現這些小傢伙生根發
芽了，不禁感歎到「肉肉」生命力之頑強。後
來，王義波只要一去花市場看到「肉肉」就會
買幾盆回來，家裡的陽台變成了一個小型盆景
園。

在養「肉」過程中，王義波發現多肉植物市
場在文登當地還是空缺，於是他決定辭去樓盤
銷售的工作，投資了30多萬元開始養「肉」，
並開了一家淘寶網店。

苦學攝影吸引生意
「由於多肉植物種植地在農村，位置偏僻，

所以大部分訂單來自網上，雖然植物被照顧得
很好，搭配出的盆栽亦很好看，但攝影設備和
技術總是略欠一籌，所以起初網店並沒有為王
義波帶來很多顧客。為了改進照片技術，王義
波買來了單反相機，苦學攝影技術。慢慢地他

的淘寶店多起了各種小清新的「肉肉照」，為
他帶來不少訂單，附近有些顧客還親自開車到
他的肉肉花棚採「肉」。經過一番苦心經營，
王義波的淘寶網店目前每月能為他帶來2萬元至
3萬元的收入。

然而，去年8月連續一個月的陰雨天氣，讓
露天花園的「肉肉」死了不少。看着一個個死
去的「肉肉」，王義波心裡很是難受。他吸取
教訓，搭起一個大棚，為肉肉遮風擋雨。

王義波表示，「其實我們煙威地區是很適合
養『肉肉』的，這裡晝夜溫差大，能自然形成
好看的顏色，南方雖然溫度恒溫長得快，但是
沒有晝夜的溫差，長的就不如這邊好看」。他
拿起一盆高約40厘米左右的「魔法師」指，
「你看這盆『魔法師』長得多高貴、典雅，曾
經有一個人出1,000元要買，我沒有賣，因為
『肉肉』的生長期是相當長的，像這盆可是需
要四五年時間才能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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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永傑，通訊員 楊甜藝

■■王義波擬開拓多肉植物婚慶市場王義波擬開拓多肉植物婚慶市場。。 通訊員王海政通訊員王海政 攝攝

■■多肉植物瑩潤的外形多肉植物瑩潤的外形，，在在「「小資人小資人
群群」」中大受歡迎中大受歡迎。。 通訊員王海政通訊員王海政 攝攝

「文博會」首日 烏市展團簽13.8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辛鵬）第十屆中國（深

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於本月15日至19日舉
行，烏魯木齊展團迎來開門紅，首日簽約9個項目，
簽約金額達13.83億元（人民幣，下同）。

新疆黨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李學軍表示，今年是新
疆第八次組團參展文博會，此次以「絲綢之路經濟帶
上的璀璨明珠」作為參展主題，充分體現新疆「建設
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橋頭堡、主力軍和排頭兵」地位的
信心和能力。新疆下一階段的發展任務就是要努力將
新疆建設成絲綢之路經濟帶上重要的交通樞紐中心、
商貿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文化科技中心和醫療服務
中心。

金額按年增逾3倍
烏魯木齊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許新江指出，比起

上一屆文博會3.218億元的簽約金額，今年烏魯木齊
展團首日簽約 13.83 億元，是「一個突破性的增
長」，同時，與往年相比也呈現出新的特點，主要是
總體簽約金額大、簽約項目單筆偏重大金額和影視動
漫簽約比例大增。

許新江在接受央視專訪時還透露：「烏魯木齊文化
產業園區已經進入建成階段，將有一大批海內外有影
響力的文化企業入駐園區。」

吉林人參進入跨境電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艷利）「長白山國際參茸

網」日前在吉林省長春上線，網站將以7種語言開展網
絡貿易。據悉，這一網站是全球最大的國際參茸電子商
務Ｂ２Ｃ平台，通過該跨境交易平台，包括人參在內的
長白山特色農林產品將被整合，以網絡貿易的方式向全
球市場延伸，吉林人參銷售步入「跨境電商時代」。

銷售逾3000長白山產品
據介紹，打開該網頁，英文界面顯示着人參、靈芝、

食用菌等九個分類目錄。在人參產品中，更細分為人

參、野山參、人參膠囊、人參粉、人參咖啡等14個種
類。通過近期測試之後，該網站還將開通德文、法文、
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繁體中文6個語言端口，
面向歐洲和東南亞市場。網站面向全球100多個國家進
行銷售，主要以美元結算。在歐元區可使用歐元，俄文
網站可使用盧布。此外，在長白山國際參茸網註冊成為
企業或個人客戶會員，可以在線購買近40多個品種的
3,000多個長白山特色農林產品。據業內人士預計，這一
網站日流量將達到10萬IP，預計年營業額可達到２億美
元。

許昌對外承包工程增逾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魏靜磊 許昌報道）今年一季

度，許昌市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2,909萬美元，完成
年度目標任務5,200萬美元的55.9%，總量居全省第4
位，同比增長126.7%，增速居全省第3位。

據了解，許昌市海外承包工程業務自2001年起步，至
今已成為許昌市的外向型經濟重要組成部分。2013年，
全年實現對外承包工程營業額4,342萬美元，新簽合同額

12,867萬美元。
目前，許繼集團公司、許繼國際工程公司和許昌廣蒞

公路工程建設公司等3家企業正處在執行階段的對外承
包工程項目共有3個，分別是由許繼國際工程公司在肯
尼亞承攬的肯尼亞阿西河81MW發電廠EPC項目、許繼
國際工程公司在越南承攬的南那水電站項目和許昌廣蒞
公路工程建設公司在巴基斯坦承攬的公路工程項目。

■新疆先後八次組團參展文博會，圖為今屆文博會烏
魯木齊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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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夜間新聞
10:55 ATV焦點/馬上全接觸
11:10 把酒當歌
11:40 ATV 每日一歌
11:50 早着先機
1:05 亞洲政策組 - 香港有問

題?
1:35 殭屍重生 / 我和殭屍有

個約會
2:35 國際財經視野
3:05 走進百姓家

6:00 Music 120
7:00 新聞早點-

中國新聞報道
7:30 文化報道
8:00 西藏並不神秘
9:00 精靈一族
9:30 奇幻寶貝

10:00 中央電視台新聞 - 直播:
綜合新聞

10:30 文化報道
11:00 綜合新聞
11:30 旅遊指南
12:00 自然
12:3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Music 120
3:00 教育電視
4:00 恐龍仔班尼
4:30 動物BB學堂
5:00 天然少女
5:30 亞視普通話新聞
5:48 經濟快訊
5:55 天氣報告
6:00 中國新聞報道
6:25 中心舞台
6:55 嶺南尋根之旅
7:25 財經匯報
7:30 新聞及天氣報告
8:00 汽車情報
8:30 七大洋之謎
9:00 絕頂之峰

10:00 野性的呼喚
11:00 夜間新聞
11:20 七大洋之謎
11:50 汽車情報
12:2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能源大開發
1:50 野性的呼喚
2:50 Music 120

亞視國際台

7:15 這個夏天有異性
9:20 追男仔

11:05 龍虎新風雲
12:55 魂魄唔齊
3:10 黃飛鴻對黃飛鴻
5:00 搶錢夫妻
7:00 安娜瑪德蓮娜
9:00 順流逆流

11:20 鹿鼎記
1:35 傷城
3:55 超級無敵追女仔
5:55 猛龍

有線體育台

8:00 英格蘭超級桌球聯賽
10:00 FIBA 籃球世界
10:30 世界男子職業網球巡迴

賽-卡塔爾公開賽
12: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

新加坡站
2:00 FIBA 籃球世界
2:30 世界田徑挑戰賽 -

柏林站
3:30 英格蘭超級桌球聯賽
5:30 FIBA 籃球世界
6:00 世界男子職業網球巡迴

賽-卡塔爾公開賽
8:00 FIBA 籃球世界
8: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

新加坡站
10:00 體育王
10:30 FIBA 籃球世界
11: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30 體育王
1:00 英格蘭超級桌球聯賽
3:00 體育王
3: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5:00 FIBA 籃球世界
5:30 體育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