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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乡村首在振兴产业。没有
产业的兴旺，就没有理想的就业和
收入。没有理想的就业和收入，就
不能吸引和留住年轻人。留不住年
轻人，乡村就不可能充满生机活力。

新时代振兴乡村产业，要从社
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捕捉机遇。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重大
变化，为乡村资源价值的重估带来
了历史性机遇。在农产品数量短缺
的年代，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发展大
宗农产品生产上，对农业的休闲观
光、生态涵养、文化传承等功能开发
利用不够。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
的年代，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促进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转移进城
上，对城镇居民到农村休闲、旅游、
养老需求的开发利用不够。

怎样用好农业资源价值重估的
历史机遇？要从提高农业竞争力的
视角来把握。增强农业竞争力，要
两手抓，既要“硬拼”，也要“巧取”。

“硬拼”就是要硬碰硬地拼成本、拼
价格，通过扩大经营规模以提高基
础竞争力，通过加强一般服务以提
高政策竞争力。“巧取”就是要实施
差异化战略，拼品质、拼功能。增强
农产品品质的竞争力，就是要让消
费者相信国产农产品就是比进口的
好，愿意为国产农产品付更高的价
格，通过消费者的信任溢价来为小
规模农业争取生存空间。小规模农
业要有竞争力，在提高物质产品产
出功能的同时，还要发掘和利用好
休闲观光等功能。比如，油菜籽作
为物质产品，我们的成本比加拿大、
欧盟都高，所以要进口油籽、植物
油。但是，如果把油菜花的观赏功
能发挥出来，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和
竞争力就会大大提高。

怎样用好非农产业资源价值重
估的历史机遇？振兴乡村产业，乡
村不能只搞农业，还要促进经济多
元化。但经济多元化不能像上世纪
80年代搞乡镇企业那样村村点火、

户户冒烟。新时代促进乡村经济多
元化，要用好乡村自然资源和人文
资源优势，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康养
产业、传统工艺等。据我们观察，最
近几年，一些地方靠新产业新业态
新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他们遵循
新发展理念，更多地利用乡村优势
资源来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经济。
对乡村经济多元化来说，还有一篇
文章，就是绿水青山到底怎么转变
为金山银山。多年来，不少乡村地
区的绿水青山并没有变成金山银
山，老百姓还是穷。但现在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临界点已经到来
了。因为社会主要矛盾变了，城市
化的地区，高收入的地区，对生态产
品、生态服务的需求上来了。这个
时代的到来，为乡村地区的绿水青
山变金山银山提供了强大的市场需
求拉力。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
时，还要发挥国家调控机制的作
用。要建立健全生态效益补偿机
制 ，包 括 横 向 的 、纵 向 的 转 移
支付。

用好乡村资源价值重估的历史
机遇，关键在改革创新。一是产权
制度改革。“三变改革”是一条出
路。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东，同时引入社会资本、外部技
术、管理理念，就可以实现资源重新
配置，发展高效农业。二是引进人
才。我国还处在城市化发展阶段，
大量的人口要进城。与此同时，已
经进城的一部分优质劳动力或者人
才也需要回到农村。乡村振兴需要
人才，这些人才很难靠沉淀在农村
的人，很大程度上要靠外来人员。
三是土地制度问题。目前的这套土
地制度如果不改革，乡村振兴的规
划和项目恐怕不能落地。四是业态
重塑。小规模、地域特色鲜明的农
业要获得竞争力，在传统业态下有
局限性，必须利用互联网。互联网
可使特色农产品有更大的市场空
间，产品也能卖出更高的价格。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农村部部长）

振兴乡村首先要

振兴乡村产业
□ 叶兴庆

平度市农民正在试验田铺设水肥一体化滴灌设施。 孙晓东摄

“互联网+”如何赋能乡村振
兴？改变农村商业生态是已经迈出
的第一步。

道理显而易见，一方面高度成熟
发达的消费互联网已经从产业意义
上整体改造了商业。另一方面，数据
显示，中国农村移动支付用户数从
2013年的3910万增长至2017年的
9840 万。乡镇快递网点覆盖率从
2013 年 的 50% 增 长 到 2017 年 的
87%，“互联网+商业”的逻辑在农村
同样有了通行基础。

与此同时，农村本身的消费市场
也在走向成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
学院教授刘守英坦言，过去 20 年来
的城市化进程，路径基本上是从乡村
单向流向城市，无论是土地、劳动力，
还是资本。但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
劳动力、资金开始向农村回流。

对于互联网和电商巨头来说，这
些变化意味着巨大的商业机会。
58同城网CEO姚劲波就曾表示，中
国互联网未来最大的红利不在城市，
而是在农村。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
行官张勇也表示，商业未来的机遇必
须面对商业的发起者、服务的提供者
和商业的被服务者。现实情况是，中
国有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

事实上，来自第三方的数据也显
示，农村电商市场预计未来5年年均
复合增长率约为38.87%，2020年市
场规模有望达到16860亿元。

消费升级、农资下乡，“互联网+
商业”如何赋予农村新的面貌，在公
益之外，商业逻辑能否真的成立？

“最后一公里”一扎到底

“到农村去”，并非一句
口号，面对以村为单位的社
群开展探索，是对渠道的根
本性变革

今年4月份，阿里巴巴集团宣布
以 45 亿元人民币战略投资汇通达，
共建农村商业新生态。这是互联网
巨头对农村战略加码的又一步骤。
实际上，从2014年阿里巴巴的“千县
万村”计划到苏宁的“下乡”计划，以
及京东2015 年开始建立的“县级服
务中心”和“京东帮服务店”，以及
2016 年顺丰与“供销 e 家”战略合
作，从物流入手布局农村电商发展，
巨头们这几年在响应农村消费升级
上花了不少力气。

“到农村去”并非一句口号那么
简单。从这几年的运营经验看，开发
农村电商市场，必须下沉到最基层的

“细胞”——村。张勇介绍，农村淘宝
现在已覆盖了超过 700 个县的 3 万
个村点。他认为，面对以村为单位的
社群开展探索，根本上是对渠道的变
革。“我自己也跑了一些村，到杂货铺
里去看在卖什么，然后再搜一下看这
个商品在网上卖什么价。这其中就存
在巨大的城乡差异，差异来自渠道的
不透明和效率不高。电商的出现，让
价格变得公道，商品的质量也有所保
障。”张勇表示，电商对农村商业生态
的变革，在于把握农村分层的消费需
求。“比如，农民盖房子要买什么，结
婚要买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农村消费
者会在网上买龙舟、买凉亭？因为在
传统渠道的杂货铺无法满足需求。”

面对农村市场的汇通达2017年

实现销售额235亿元，跻身农村电商
第一梯队。汇通达总裁徐秀贤告诉
记者，他们瞄准的是村里的夫妻店。

“它们承担着城乡商品流通的连接器
和交换器作用，互联网可以在服务、
供应链、工具乃至社区运营上提升夫
妻店的经营能力。比如，农村杂货店
为什么销售品类少？因为店主心里
没底，不知道非日常货品多久能卖
掉，但数据能给他们提供进货依据。”

今年 4 月份，苏宁启动了“千百
万亿战略”，其中专门匹配10亿元扶
贫资金，在全国5000家易购服务站
增加农村金融便民服务点。苏宁易
购集团公共事务部副总经理高崑表
示，村级易购服务站的建立，是为了
实现精准。“比如，配送售后这些服
务，如果不深入进村，很难真正让农
村消费者消费升级，村级服务站就是
瞄准了农村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渠道打通后，由农村市场产生的
数据也开始反向作用于产品研发和
制造环节。海尔发明洗地瓜洗衣机
的“段子”已经耳熟能详，现在更准确
体现农村市场的消费数据则在提供
新的助力。妮维雅去年曾为农村消
费者定制了一款专供电商平台的舒
蕾蚕丝去屑洗发水，这款新产品正是
来自于网购销售数据。妮维雅方面
介绍说，通过统计网购数据，发现城
乡消费者对洗发水的需求并不相
同。农村消费者对洗发水产品的需
求中，第一位是“头皮清爽、不瘙痒”，
占 47%；“保持水分，不干燥”，占
36%；“持久留香”占32%。城市消费
者的需求，第一位是“保持水润”，占
44%；然后是“光泽”和“修复”，各占

37%。同时，新产品为 650 毫升装，
也是为了响应农村消费者对大容量
产品的需求。

“最初一公里”突破服务

农村商业的变革也需要
体现在生产资料的销售上，
这就要与农业全产业链结合
起来，提升服务附加值

“农村商业的痛点和难点，不仅
有‘最后一公里’问题，也有‘最初一
公里’的问题。”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
通协会秘书长符纯华说，农村商业的
变革，不仅仅体现在消费品上，也需
要体现在生产资料的销售上。

事实上，农资市场规模不小，有
数据显示，国内农资市场年规模超过
2 万亿元，但电商化率很低。此前，
复合肥领军企业金正大集团斥资20
亿元打造的农资电商平台“农商 1
号”等，也以停止运营告终。

“原因在于服务。”中化农业首席
信息官沈冰认为，农资销售对售后服
务要求更高，“特别是新型肥料和农
药，不当使用不仅不解决问题，甚至
会造成危害。线上购买往往在服务
上有所欠缺。”陕西农资电商服务商

“7公里”董事长王飞也认为，农资电
商要发展，必须采取更有前景的产业
互联网模式，一味追求轻资产运行的
消费互联网模式目前还有很多障碍。

不过，垂直领域的农资电商们正
在持续探索。农资电商田田圈瞄准
的是“线下服务站”，通过与经销商合
作打造专业的县域服务中心和田田

圈店，并整合作物专家和“作物达
人”，将线上线下结合起来为农户服
务。农一网总经理胡艳表示，农一网
在手机应用程序上设置了问答社区
板块，用户可以直接对植保知识及用
药技术等提问，由专业技术人员解
答，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生产季节，
还会在微信平台每周举行两次专家
讲堂，讲解热点农技问题。

“农资销售要和农业全产业链结
合起来。”我会种 CEO 毕湘黔表示，
电商渠道在“最初一公里”的竞争力
不仅在于价格，更在于服务的附加
值。“线上农资采购通道要和种植技
术指导、病虫害及土壤监测防控、农
技知识传播等相结合，它们都是智慧
农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支撑环境多管齐下

农村基础设施改造，是
商业变革的基础，更是变革
带来的最直接连锁反应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去年新建
了1个县级物流仓储配送中心、9个
乡（镇）级配送站。平定县经信局负
责人王俊华介绍，通过“县级物流仓
储配送中心+乡（镇）配送站+村服务
点”运行模式，快递包裹从县城到村
民手中的时间被压缩到 48 小时以
内，物流配送成本也从原来的每件
4.5元降到3.5元。

电商带给农村商业的变化还有
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改造，物流首当其
冲。阿里巴巴乡村事业部总经理王
建勋说：“农村基础设施需要投入大
量时间和精力，首要是公路，需要和
当地政府合作先把路修进村，之后还
需要有人送货，我们在700个县建立
了700个快递转运中心，用大量人力
把货送下去。”

但是，农村物流不得不面对成本
问题。其中，技术能够解决一部分问
题。如今年4月份，日日顺物流与福
田时代 1000 台定制化物联网车辆
被用于日日顺的小微配送服务项
目。这些物联网配送车上都配置了
车辆轨迹和数据物联网模块，能够实
行货物与车辆的智能调度和供需预
测，提供最优配送路径，从而降低农
村物流配送成本。

机制创新则能解决另外一部分
问题。光伏企业协鑫集团董事局主
席朱共山表示，希望在农村物流方面
尝试直接将光伏发电用于电动卡
车。“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在农村地
区架设光伏设备直接储能充电，再将
电池用于电动卡车，与烧油相比配送
成本可降低 50%，能为农村物流商
业模式的建立提供新动力。”

在物流之外，人也是重要的“基
础设施”。王建勋告诉记者，过去 3
年，阿里巴巴搞了40 场以上县一级
峰会，带动了40 万名愿意回到农村
也有资源回到农村创业的青年。“农
村电商需要在吸引和留住人力资源
方面开展大量工作。”王建勋说。

高崑则表示，需要推动农村电商
人才专业化，建立起新的人才储备。

“为了解决农村人才梯队与机制问
题，苏宁成立农村电商学院，着重培
养农户的电商意识以及电商运营的
技巧，推动农户在意识上脱贫，让农
村地区能够跟上电商的发展速度。”

4月份，互联网巨头再度加码“乡村战略”，农村“触网”新思路不断涌现

农村商业生态正在改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编者按 眼下，农村电商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不过，提到这个话题，你若只谈淘

宝村、农民网店，那你就out了。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互联网+”正在改变农村面貌，随着乡

村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后，“互联网+乡村振兴”也开始呈

现出更多新变化。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聚焦互联网与乡村之间发生的“奇妙反应”。

肥料利用率提高20%，灌溉水
利用率达到 90%，增产 10%以上
……记者近日来到山东省平度市蓼
兰镇，看到农民正在试验田铺设水
肥一体化滴灌设施，水肥溶合后直
达作物根部，这是平度市在山东首
创的粮食水肥一体化新技术模式。

在地头，农技人员给记者做了
两个对比。一是效率对比。传统灌
溉需2个人浇地，一天浇5亩至6亩
地。使用水肥一体化模式，一天24
小时滴灌，一个人可以同时管理多
套首部系统，效率提高 10 倍以上。
二是费用对比。将所有人工费、水
电费、肥料费相加，与传统方式相
比，仅小麦这一季就可节本增效
250元左右，对种粮大户尤其划算。

平度市农业局农技推广站站长
朱瑞华介绍，这一新技术模式解决
了小麦、玉米中后期追肥难题，促进
后期籽粒灌浆，比传统水肥管理小
麦增产10%以上、玉米增产20%以

上。由于肥料、农药施用量减少，可
减轻地下水污染；浇水少，土壤湿度
较小，可减轻病虫害发生。“水肥一
体化滴灌技术的应用，改变了大水
漫灌、过量施肥造成土壤板结、面源
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是绿色农业
生产方式。”朱瑞华说。

朱瑞华介绍，近年来胶东地区
持续干旱，长期以来农药、化肥过量
使用等不健康的生产方式造成农业
面源污染日趋严重，在这一形势下，
平度在粮食生产上开展水肥一体化
研究推广。依托平度市种粮大户，
建立了 8 个示范点，创新了可移动
式首部系统、小麦玉米共用一条滴
灌带等模式，推广面积1.5万亩，实
现了浇水追肥管理自动化，从根本
上实现了粮食耕种管收全程机械
化，有效推进了土地适度规模经
营。今年，平度市将通过现场会和
农业大户示范带领等形式，不断推
广这一新技术模式。

山东平度推广粮食水肥一体化技术模式

精准“喂”庄稼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孙晓东

最近，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樟木
乡牛岭村黄金发的女儿出嫁。他说，
原本谈好 12.8 万元彩礼钱，因村里
重新修订了《村规民约》，我是共产党
员，就没有收。

去年以来，赣州市大力推动移风
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党员干部家庭
婚丧嫁娶严格执行规定，不踩纪律

“红线”；红白理事会劝导喜事新办、

丧事简办。其中，一大亮点是坚持以
群众为主体，让群众有参与感、获得
感，推动乡村文明风尚不断向好。

赣州制定了《关于党员干部带头
移风易俗简办婚丧喜庆事宜的若干
意见》，要求全市党员干部及其配偶、
直系亲属在婚丧喜庆事宜方面破除
陈规陋习，反对铺张浪费，拒绝封建
迷信，树立文明新风。

为使乡村文明新风深入人心，赣
州95%以上的村两委班子成员和农
村党员签订了移风易俗承诺书。大
余县新城镇高龙村党支部书记高远
平的叔叔过世，他说服堂兄弟简办丧
事，并将叔叔的骨灰暂放家中，待镇
里公墓建好再移至公墓存放。

同时，赣州建立“一约四会”发动
村民自治。全市3765个村（居）修订

村规民约，将移风易俗的具体规范纳
入其中，建立村民理事（议事）会、道
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红白理事会。

“过去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常见，
在农村形成攀比之风，现在倡导简办
新办，群众的负担减轻了，清纯的村
风守住了，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
于都县岭背镇太阴山村红白理事会
会长朱永红说。

江西赣州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群众负担减轻了 清纯村风守住了
本报记者 黄晓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