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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湖北枝江市董市镇绿健林果蔬专

业合作社一派火热的忙碌景象。办公室内订单打

印机“哗哗”地吐着单子，1万多平方米的仓库内堆

满了脐橙，50多名工人快速地分拣，然后装入不同

型号的盒子码放整齐。3个小时后，一辆邮政货车

载着10多吨脐橙，发往全国各地。

“这是全国客户在网上下的订单。”该合作社

电商部负责人杜海涛告诉记者，公司以“合作社+

电商+基地+农户”的模式运营，除了传统线下批发

业务外，还在天猫、拼多多等平台上开了 8家网店，

主要销售产自宜荆荆恩城市群的水果，年销售额

达 1.2亿元，旺季日均出单量可达 4万单，营业收入

超70万元。

“产销两旺的背后是农村物流的大提速。”杜

海涛说，目前枝江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镇、

村三级电商服务体系，引进申通快递枝江分拨中

心、满嘴猫、阳光物流、康联、益品仙枝等物流电商

企业，加上邮政和顺丰，打造成“电商+物流”的一

体化模式，避免了行业内的无序竞争，提高了议价

能力，降低了物流成本，也使农产品上行之路愈发

通畅。

近年来，枝江市抢抓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市、全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试点市发

展机遇，共发展电商企业 1200家、网店 8200家、快

递企业 12 家、物流企业 176 家，贸易额超过 170 亿

元。面对井喷的电商，枝江市先后编制《商贸物流

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农村物流融合发展规划》，实

现了农村物流网络全覆盖，加速打通了工业品下

行、农产品上行、农民买难卖难和农村物流“最后

一公里”的瓶颈问题。

枝江市仙女镇余家冲村的脱贫户王亚华家也

尝到了打通农产品上行“最后一公里”的甜头，她

说：“现在我家的蔬菜和禽蛋不仅不愁卖，还能卖

出好价格。”

据了解，目前枝江的电商企业绝大部分货物

都依托快递公司，运到荆州市和宜昌市分拨。杜

海涛给记者算了笔账，如果各大快递公司能在枝

江建立分拨中心，每吨水果成本至少节省运费 70

元至100元，一年可节省运费数百万元。

枝江市也看到这一需求。日前，枝江顺丰智

慧云仓开仓。这是湖北首个设在县级市的大型电

商智慧云仓，也是鄂西地区最大的电商物流分拨

中心。枝江顺丰智慧云仓总建筑面积 32133 平方

米，由枝江市政府与顺丰集团共同投资建设，是一

个集预处理、仓储、冷链、包装发货、中转分拨、配

送运输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型智慧仓储物流

服务中心。

湖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总经理潘韦介绍，该

公司将在枝江打造农产品预处理中心、鄂西区域

分拨中心、顺丰湖北智慧仓储服务中心、顺丰快运

集配站、顺丰速运营业站和枝江市县、乡、村三级

物流共同配送处理中心六大功能模块；提供农产

品加工、仓储等业务，预计带动相关产业销售收入

过亿元，带动500余人就业。

枝江顺丰智慧云仓开仓后，自动化分拨设备

处理能力达 12000 件/时，货物无需经宜昌中转可

直达枝江，整体时效节约半天至一天，物流成本下

降 5%至 10%。该云仓对加快枝江电商快递物流产

业转型升级、促进枝江电商产品特别是生鲜农产

品销售、增加农民收入将有明显拉动作用。

随着农产品物流和销售瓶颈逐步解决，枝江

市农村消费提质升级的步伐也逐渐加快。为提升

枝江网货标准，结合枝江市域网货产品产销情况，

该市聘请省农科院专家深入农业龙头企业收集资

料，共同制定柑橘、砂梨、桃、荸荠、玛瑙米、鱼糕、

蜂蜜、枝江酒八款重点产品网货白皮书及网货流

通标准；编制并修订桃子、脐橙、砂梨、玛瑙米四款

网货质量标准。

枝江市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主任覃传发表示，

“十四五”期间，该市将积极引进一批快递公司建

分拨中心，力争 5 年内销售额达到 200 亿元，成为

宜荆荆恩城市群农产品电商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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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首个设在县级市的大型电商物流分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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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消费正在大步升级。用农

民的话说，就是从“缺啥买啥”到

“有啥买啥”，发展到了今天的“啥

好买啥”。

农民消费升级，是农民生活水

平提高的标志，同时，也给农村市场

建设提出了新课题。从消费的角度

看，我们需要从各个方面努力，赶上

农民消费升级的脚步。

最迫切的是，流通渠道要赶上农

民消费升级步伐。如今，互联网已经

铺展到偏远乡村，农民的购物方式也

逐渐转移到线上来。但是线上购物，

还需要线下送货。现在的问题是，快

递送货在农村商品流通中还是短板，

急需让快递业向农村延伸。国务院

已经出台政策，提出要加快发展农村

快递业务。快递小哥要充当新时代

走村串户的“货郎”，把农民需要的货

品送往千家万户。

市场质量监管也要大步跟上农

民消费升级的需要。商品下乡不能

成为“次品下乡”，更不能降低产品

质量和市场服务要求。过去，由于

城乡交通和信息等方面的差距，农

村市场留下许多监管空白。一些在

城里卖不掉的东西，一些以假乱真

的“山寨产品”甚至是过期产品，都卖到了农村去。农村市

场的服务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市场。现在，农民消费升级，

对产品的质量和对市场的服务要求更高了。监管部门要把

触角伸到农村来，让优质产品占领农村市场，不断提高农村

市场的服务水平从而满足农民消费升级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待农村市场的眼光要赶上农民消

费升级的步伐。农村市场很大，农民消费是拉动市场的重

要力量，这一点已成“共识”。现在需要认识到的是，农村市

场对质量和服务的要求也与城市市场是一样的，在这个问

题上，城乡已经没有差别。要以城市标准去看待农村市场，

要以城市的服务去服务农村市场。同时，也要保持农村市

场特色，更有针对性地满足农民消费升级需求。

消费从来就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农村消费也

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赶上农民消费升级的步伐，

必将促进农村发展，提升农村市场服务水平，也是更好地满

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以前缺啥买啥，后来有啥买啥，现在啥好

买啥。”暑期，农村消费迎来又一轮“井喷”，农民

们朴实的话语勾勒出农村消费新动向。今年

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促进农村消费。眼

下农村消费形势如何？今后怎样挖掘潜力？

消费量质齐升

今年以来，农村消费迎来多轮政策支

持。1月份，商务部等 12部门印发《关于提振

大宗消费重点消费促进释放农村消费潜力若

干措施的通知》，从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促

进家电家具家装消费等层面推出 11 项举

措。6月份，商务部等 17部门印发《关于加强

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促进农村消费的意见》，推

出健全农村流通网络、加强市场主体培育等

多项举措。

记者采访发现，随着基础设施和商业体

系逐渐完善，农村居民迎来更为丰富、更高品

质的消费选择。在地处祖国西南的边境城市

云南临沧，农村市场十分活跃，农民对家电、

汽车、电子类产品的消费热情高，上档次、功

能全、颜值高的品牌产品备受青睐。“要说消

费有啥变化，用电量上最能体现，现在每年用

电量是 8 年前的两倍。村民们对家电产品、

汽车、智能手机等购买量更多了。”临沧市沧

源县勐董镇国门新村村民组长鲍艾保说。

农村消费的短板正在补齐。国家邮政局

新闻发言人侯延波说，为释放农村的消费潜

力，国家邮政局发挥“邮政在乡、快递下乡”已

有优势，启动了“快递进村”工程，寄递服务加

速向农村地区下沉。目前，全国建制村已经

全部实现了直接通邮，乡镇快递网点的覆盖

率达到 98%。2020 年，农村地区累计收投包

裹超过 300 亿件，带动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

出村进城超过1.5万亿元。

当前，我国农村消费增速稳定在较高水

平，消费规模持续增长。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

长刘德成介绍，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农

村消费规模水涨船高。2020 年，乡村消费品

零售额达 5.3 万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26.1%，

连续 8年快于城镇。同时，农村消费升级趋势

明显，去年一年，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

支出、交通通信支出、医疗保障消费支出分别

比2015年增长了35.1%、58.3%和67.6%。

网上消费红火

吃完早饭，家住江西赣州市崇义县过埠

镇梦想家园的居民刘冬秀，来到附近的快递

驿站取网购的酸枣糕。刘冬秀说，这两年镇

里搞易地搬迁，村民们住进了新型农村社区，

不仅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对消费品也有了

更高要求。“大家更追求智能化、便捷性的产

品。网购等新购物方式改变了消费习惯。”梦

想家园党支部书记李春连说。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今年 4 月发布的《网

络零售促进农村消费研究》报告显示，农村居

民与最近的城市之间的

距离越远，越倾向于线上消

费。这表明电商丰富的商品选择和快捷的物

流配送能够为远离城市、购物不便的农民提

供优质的消费体验，是直接带动农村消费的

重要途径。

农村线上消费总量增加的同时，消费结

构也在向便利化、精细化发展。据《2021 中

国农产品电商发展报告》数据，2020 年农村

电 商 规 模 达 到 28015.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35%。多家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在农村居

民的线上消费结构中，虽然食品类消费仍然

占比最大，但是生活用品类消费已经跃居第

二。通过网络零售，多功能净水器、扫地机器

人等新型家电逐步进入农村消费市场，深受

农村年轻人喜欢。

潜力仍待释放

相对城市而言，农村消费呈现出潜力大、

总额低的特点。《网络零售促进农村消费研究》

报告显示，按照2020年的数据测算，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仅相当于城市居民的一半左右，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比例不足15%。但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一直

处于较高水平。报告显示，2019年农村居民的

边际消费倾向是0.858，意味着农村居民每增加

1元可支配收入，就会产生0.858元的消费，而

城镇居民这一数值为0.628。

中国社科院

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认

为，农民收入连年上新台阶，兜里有钱“愿消

费”；社会保障网络织牢织密，农民“敢消费”；房

路电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民“能消费”，多

重因素激发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则表示，农

村市场的增长潜力是巨大的。农村消费能不

能进一步释放潜力，收入是关键。农民收入显

著提升、城乡收入差距大幅缩小，才能带来购

买力提升。

“农村流通要把县域作为切入点。”商务

部副部长王炳南说，要适应农村消费的实际

情况，强化县城的中心地位，发挥镇的重要节

点功能。缩小城乡消费差距，让农民在家门

口就能实现与城市同样水平的消费环境、买

到同样质量的商品、享受同样标准的服务。

“扩大农村消费还存在一些障碍，表现在

农村商业设施水平低、商品服务质量不高、市

场秩序有待改善等方面。”中国社科院农村所

产业经济室主任刘长全认为，要结合乡村人

口、消费习惯等特点，推进县域商业发

展。县城重点强化综合商业服务能

力，改造提升综合商贸服务中心和

物流配送中心。乡镇重点强化

区域服务能力，建设乡镇商贸

中心，向周边农村拓展服务。

村重点强化便民服务能力。

农民消费升级，是农

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

同时，也给农村市场建设

提出了新课题。从消费的

角度看，我们需要从各个

方面努力，赶上农民消费

升级的脚步。

今年以来，多部门就促进农村

消费打出“组合拳”。可以看到，我

国农村市场大有可为，农民消费大

步升级，本报推出“进农村 看消

费”专栏，看看老乡们的“买买买”，

听听他们的新期待，展望农村市场

新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