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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

星期二

产业

被赋予了精准扶贫、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新使命——

农村网商“刷新”乡村发展图景
本报记者 陈 静
动村民投身网商，他甚至自己在淘宝上
开了家网店，
“ 头一年就赚了 8 万多元，
村里一下就轰动了，现在我们村 240 户
人家里，通过网店年利润 10 万以上的就
有 70 多户”。甘犁也表示，
“ 大学生村
官”是农村电商发展的一把“钥匙”，
“有
过大学生村官任职的农村网商密度明显
高于从未有过大学生村官任职的农村，
这就证明，人才软环境对农村网商的发
展至关重要”
。

近年来，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极
大地改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成
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然而，农村
网商的发展也面临瓶颈，需要补足几
大短板，如人才、资金、网络、交通、物

创新靠人才 发展靠资金

流等。

洒下玉米，引诱鸡群；钻进树林，捡
出土鸡蛋；现场称重，贴上二维码发货
……重庆市秀山县雅江镇桂坪村的养殖
大户黄泽翼去年年底赶了一把时髦，把
日常的网店售卖流程搬上了网络直播，
“人家主播是网红，我是村红。”黄泽翼笑
着告诉记者，在这一天的直播里，秀山的
土鸡蛋卖出了 30 万枚。
农村电子商务正在改变着千千万万
个黄泽翼的人生。数据显示，2016 年
上半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超过
3160 亿元，高出城市 4 个百分点。农村
网络零售额在全国网络零售额的占比持
续提升，去年上半年已经达到
14.14%。2012 年，全国范围内的淘宝
村仅有 3 个，去年，1000 个淘宝村在
18 个省市遍地开花。
今年年初出台的 《电子商务“十三
五”发展规划》 中提出，“电子商务将
持续在平衡城乡消费差距、提升农村流
通现代化水平、促进农产品商品化、助
推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
未来的发展中，农村电子商务也被赋予
了精准扶贫、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新
使命。

鼓起“钱袋子”提升幸福感
“2015 年 9 月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
招募 136 名农村淘宝合伙人，报名人数
达到 7000 多人，农民对电商的热情可
见一斑。”作为 《农村网商发展研究报
告 2016》 的主要负责人，西南财经大
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甘犁这样告诉记
者：“我们提取了 741 个农村数据以及
40000 余个家庭数据，通过分析能够看
出，网商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有力
的推动作用，电商为正在转型的三农发
展带来重大机遇，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
手段。”
甘犁介绍，统计显示，网商提高农
村家庭平均年收入 2.05 万元，提高农村
家庭财富 21.3 万元，随着网商密度的增
大，农村地区的家庭总资产、净资产以
及收入整体呈上升趋势。拿海南省海口
市石山镇来说，这个小镇的农户把石
斛、壅羊、荔枝等特色农产品搬上了互
联网，2015 年全镇农产品电子商务成
交额接近亿元。石山镇副镇长胡炜彬表
示：“互联网+农业平台的建设，吸引了
大批村民回乡创业，2015 年全镇农民
人均收入 8652 元，同比增长 59.4%。”
此外，网商也为农村特色产业的转型升
级提供了契机。“我们发现，网商较多
的农村，2016 年其特色产业的产值达
到 2200 亿元，远高于网商较少农村的
474.9 亿元。”甘犁表示。
更重要的是，随着农村地区网商的
发展，当地的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配
套也应运而生，这让农村的民生环境得
到极大改善，农民的满意度与幸福感
也大大提升。甘犁介绍：“网商排名前
5%的地区，村民的交通满意度、教育
满意度和医疗满意度分别达到
56.58%、69.1%和 56.21%，比部分城市
居民还要高。”

夯实“硬条件”改善“软环境”
“截至 2016 年 11 月底，我国农村网
络光纤接入占比达 82.2%，比 2015 年底
提升 19 个百分点；贫困村宽带覆盖率超
过 80%；农村光纤宽带用户超过 6100 万
户，比 2015 年底提升 90%；预计 2017 年
两批试点建设完成后全国行政村光纤通
达比例将超过 90%。”工业和信息化部总
工程师张峰日前表示，完善的网络基础
设施，为农村网商发展打下坚实
“地基”
。
在网络通联之外，交通则是左右农
村电商发展的另一要素。甘犁告诉记
者：
“就当地网商数量占家庭数量比重来
看，仅有一条道路通往县城的农村要比
有 5 条以上道路通往县城的农村低
0.84%；具有地理优势的农村则比偏远农
村高 1.49%。看我国淘宝村的分布，按
数量计算，前 3 个省依次为：浙江省、山

东省、江苏省，正是因为这些省份交通便
利，
有利于物流的运输。”
但有了路只是第一步，还要物流服
务能够跟上“最后一公里”。如今，电商
平台正在努力通过渠道下沉来打通瓶
颈。京东农村电商战略负责人李贺明表
示，
“京东帮服务店”能够在 1700 多个县
的 44 万行政村提供大型家电的配送、安
装和售后等服务。阿里巴巴新乡村研究
中心副主任盛振中也介绍说，阿里巴巴
集团计划在三至五年内投资 100 亿元，
建立 1000 个县级服务中心和 10 万个村
级服务站，大力发展
“农村淘宝”
。
硬条件之外，
“ 软环境”是农村网商
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引擎。
“网店对于乡亲
们来说完全是个新事物，没有店面也能
赚钱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需要懂
技术，有知识的人来当个‘引子’。”河北
省清河县洼里村的大学生村官、村党支
部副书记谢荣耀这样告诉记者，为了带

“这两年感觉特别累，好像营业额到
了千万，就再也上不去了。”潘小忠是浙
江省临安市昌化镇白牛村的第一个网
商，他告诉记者：
“ 电商平台的活动规则
越来越复杂，搞不明白，我们农民干网
商，就像是‘全科赤脚医生’，全要自己摸
索着来。”
在记者对多家淘宝村的走访中，年
营业额 1000 万元，是大卖家们经常提及
的一个门槛，在这个门槛之下，凭借农村
在产品、仓储、人力等方面的成本优势，
农村网店脱颖而出的机会颇多，但在这
个门槛之上，如何做大做强，农村网店却
要开始面对种种
“短板”
。
首先是人才。浙江省缙云县北山村
是个“户外用品村”，网店店主赵礼勇坦
言，过去是每年去义乌看别人的商品，回
来学着做，但店铺大到一定程度，总不能
光靠“山寨”，想设计点新产品，就面临缺
乏设计人才的问题，
“ 没办法，最后只能
专门跑到 40 多公里外的永康市去找设
计师，经常一件商品从开始沟通到定稿，
要跑几个来回”
。
人才的缺乏，
仅靠农村网商单打独斗
难以解决，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电商服务
商下沉到农村提供公共服务，
是解决问题
的关键。浙江省诸暨市开元村开网店的
李兴栋介绍：
“2015 年开始，我用一家叫
‘猫头鹰网仓’的服务商，帮我投放广告、
参加聚划算、手机淘宝之类的活动，日销
售从 100 多单提升到 1000 多单。
”
其次是资金。农村网商的发展同样
要面对“贷款难”。不过，稳定的订单为
供应链金融提供了机会。网商银行行长
俞胜法表示，2015 年 9 月份，网商银行推
出了“旺农贷”产品，覆盖 347 个市、2348
个县的 24700 个村庄。李贺明也告诉记
者，京东金融在 1500 多个县 30 多万个
行政村，通过京农贷、农村众筹、乡村白
条、农村理财等产品线为农村提供多元
化金融服务。

河北肥乡实现农村电商服务站全覆盖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李运强
1 月 11 日早上，河北省邯郸市肥乡
区天台山镇天台山村的“农村电子商务
服务站”一开门，
便涌进来七八个网购的
村民。
“帮我订一双棉鞋吧，要皮的，暖和
就行。”
“闺女，我吃的药快没了，再帮我
买几瓶吧。”……服务站
“掌柜”张涵露坐
在电脑前，双手不停地敲击着键盘，不大
一会儿就完成了交易。
还有三四名村民把自家产的手工板
凳、大黄梨等土特产送到这里销售。
“以
往农产品销售难，耗时费力，价格还不
高。”张涵露说，自从建起电商服务站，
村
民把农产品放在这里销售，既能卖个好
价钱，又不误农活。
今年 80 多岁的卢守志老人这次想
买一件棉衣。
“岁数大了，腿脚不灵便，
去
城里买衣服太远，
我身体胖，
也找不到合
适的棉衣，现在好了，不出门就能买到合

适的衣服。”卢守志说。
焦营村村民樊红亮是肥乡区电子商
务进农村首批“吃螃蟹”的合伙人，也是
该区打通农村电子商务
“最后一公里”工
程的受益者之一。他的服务站从去年 4
月 13 日开始运营，现在已发展成为周边
22 个村的仓储物流配送中心，每天收发
货物 200 多件，还能为村民提供代缴话
费、电费等各项日常生活服务，成为群众
心中名副其实的
“便民服务站”
。
肥乡区位于河北省南部，长期以
来，由于受快递公司业务和站点的限
制，网购物品只能送到城区，却下不了
乡，造成上下不通的“中梗阻”现象，
严重影响农民的网购热情，制约着当地
经济发展。2014 年，区委、区政府顺
应“互联网+”发展趋势，积极引进阿
里巴巴、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以及

本土的哈牛、平原等电商企业，布局全
区农村电商服务站点，打通工业品下
乡、农特产品进城的“最后一公里”，
实现农村电商全覆盖。
得益于政府的推动，电子商务正改
变着肥乡农民的生活。如今，肥乡区的
东贾北堡村手工板凳、西马固村大黄梨、
南谢堡村粽子、刘寨营村红富士苹果、田
寨村玫瑰香葡萄和香酥伏梨，以及太极
酒厂的圆葱酒、圆葱酱等农村土特产品
纷纷搭上了电商快车，成为当地百姓脱
贫致富的
“摇钱树”
。
自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以来，肥乡
区仅农村电商每天交易额就达 20 多万
元，每天服务群众 3000 余人次，解决了
500 多人的就业创业问题，带动商贸物
流、软件开发、金融、包装等相关产业从
业人员 3000 多人，
年交易额 2 亿元。

2017 年初，湖北省枣阳
市项目建设迎来“开门
红”——仅元月中旬就有 34
个项目竣工、开工和举办签约
仪式。
2016 年，一批技术含量
高、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
的重大项目纷纷落地开花结
果。枣阳工业经济赢得“满堂
彩”：全市招商引资新签约项
目 192 个 ， 合 同 投 资 485.55
本报记者
亿元，新注册项目 171 个，助
力规模以上工业产值预计实现
965 亿元，增幅 9.5%。
在经济下行、企业投资意
冯举高
愿减弱的大背景下，为何这么
多项目扎堆枣阳？
据了解，该市在招商引资
通讯员
上改进服务方式，紧盯目标任
务，锁定长三角、珠三角、京
津冀等重点招商区域，加强对
接、考察、推介、洽谈，推进
林万平
产业招商、二次招商、园区招
商、展会招商，实现了招商引
资和项目建设逆势而上。
刘大印
产业招商既注重引“大”
引“新”，更积极引“缺”引
“链”。新能源产业成功引进了
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00MW 光伏发电等项目，风
力发电、光伏发电、风光互补
发电、生物质发电、污水沼气
发电、生物柴油、汽车尾气处
理液等新能源产业快速崛起，
正洽谈的新能源项目投资高达
160 亿元。
二次招商努力通过盘活现
有企业的存量土地、厂房，变
“死”资产为“活”资源，做
好再利用文章，实现项目的精准对接和落地。去年，依
托部分企业存量资产，先后引进立晋钢铁和鄂钢公司钢
铁生产合作项目，中盐集团精品海藻盐、低钠盐、深井
盐精加工生产项目，天喔食品生产项目等 30 多个工业
项目，总投资达数十亿元。
园区招商充分借助特色园区优势，积极吸引同类项
目入驻。以汽车及零部件企业为主的丹阳工业园一期已
入驻企业 26 家，投产企业 6 家，即将实现项目满园。以
新材料为主的化工产业园申请入园项目达 20 多个，已签
约项目 7 个，拟开工项目 8 个，共投资 53 亿元。以医疗器
械和健康产品为主的医疗健康产业园有 5 家企业申请入
驻，
已批准入驻企业 3 家，另有 2 家正在申报审批。
展会招商紧盯重点区域，常驻深耕，借助展会平台
精准对接目标项目。2016 年，借助襄阳·长三角地区
产业推介会暨上海·襄阳商会年会和鄂港澳粤经贸合作
洽谈活动，签约引进目标项目 7 个，协议投资总额 44.5
亿元。
随着一个个项目的落户，枣阳各产业园区不断充实，
产业链条进一步加粗延长，经济发展后劲持续增强。据
统计，2016 年，全市通过招商引资共新签约项目 192 个，
合同投资达 485.55 亿元；新注册项目 171 个；新开工项
目 175 个；新投产项目 166 个；全年招商项目实际投资额
为 241.98 亿元，超出目标任务 13.61%。

江西全南：

以花为媒发展“芳香产业”
图/文 钟炆秦
近年来，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引导农户发展
“芳香产
业”，打造集芳香花木种质资源、苗木繁育、基地种植、芳
香产品研发及深加工、休闲旅游六位一体的产业集群，并
出台政策加以扶持。
同时，该县不断延伸
“芳香产业链”，促进农业与观光
游览、产品体验、温泉度假等休闲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形
成集聚倍增效应。

在全南县南迳镇热水村温泉蝴蝶兰种植基地，花农
正在把盛开的蝴蝶兰装盆。

重庆永荣力推“茶文旅”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元旦一过，重庆永川区永荣茶厂负责
人田朝树就开始谋划新一年的发展，他计
划在去年新建的厂房旁，再开辟出一块
地，
打造渝茶文化体验中心和培训中心。
62 岁的田朝树跟茶叶打了 30 年交
道，他所在的永荣茶厂是永川区乃至重庆
市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茶叶企业之一。
最近几年，渝茶产业振兴号角的吹
响，增强了田朝树扩大发展的信心和动
力。2016 年，永荣茶厂投入 1000 万元建
起占地 22 亩的新厂房，并引进了茶叶初

制和精制的新技术、新设备，产茶旺季日
制茶量超过 3000 吨。
永川是重庆茶叶主产区，永荣镇是重
庆茶叶第一大镇。永荣茶厂、茗羽茶业、
茗萌茶业等渝茶品牌企业的快速成长，一
批茶产业和茶文化项目的推进实施，不仅
厚实了产业家底，更为茶乡永荣注入了新
活力，增添了新动能。
茶叶是永荣的名片，茶产业是永荣重
点发展的特色效益农业。永荣镇党委书
记杨本森介绍，永荣镇党委、政府近年来
加大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
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
投入茶产业，带动农民增收；另一方面积

极培育龙头企业、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推动茶叶生产由以
数量为主转向数量质量并重，更加注重效
益，
注重市场导向，
增强产业市场竞争力。
得益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
的产业动能，永荣镇茶产业最近 5 年取得
了快速发展。据了解，最近 5 年，永荣镇
累计新栽、改造茶叶面积 6000 余亩，发展
500 亩以上种茶大户 6 户，建成万亩优质
茶叶基地。同时，成立 3 个茶叶有限公
司、3 个茶叶专业合作社，建成 5 户茶叶种
植家庭农场，
新建 3 个标准化茶厂。
在茶产业迅速崛起的同时，永荣镇
还积极谋划茶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永荣是国画大师陈子庄的故乡，历史人
文积淀深厚。当前，永荣镇正着力把丰
富的茶叶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深厚
的文化底蕴结合起来，推动实施茶文旅
一体化发展。在重庆茗萌茶叶公司，总
经理杨刚告诉记者，公司将加大与渝茶
网等茶叶门户平台进行品牌合作，同时
抓紧完善茶园的配套设施，建立农家
乐，形成体验式茶园。
按照规划，到 2020 年，永荣全镇种茶
面积将达到 15000 亩，建成永川秀芽文
化牌坊、子庄与茶文化凉亭、茶文化观光
步道，初步形成集观茶、采茶、制茶、品茶、
购茶为一体的茶旅文化产业。

在全南县南迳镇大田村花卉基地，游客在百合花丛
中赏花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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