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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商贸流通”系列报道之一

从在线缴付水电燃气费、停
车费、物业费，到房屋租售、快递
外卖，再到社区自助消费、一卡通
行……在湖南省会长沙， 一些小
区居民正在享受“互联网+”浪潮
下的智慧新生活。

12月16日，在第二届世界互
联网大会“乌镇论剑”之际，由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
行、中国银联湖南分公司、长沙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长沙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长沙市民
政局主办的湖南首个“互联网+
小区”项目———“中银乐住智慧小
区”正式在长沙启动。

据悉，该项目已在长沙500多
个住宅小区上线应用， 服务居民
15万人（数量每月增长中），并成
功在5个试点小区完成智能化改
造， 发行社区一卡通5000余张，
真正将科技改变生活的愿景变为
了现实。

全能“一卡通”进小区

“中银乐住智慧小区” 项目，
是由中国银联、中国银行、乐住网
络三方共建的湖南本土首个“智
慧小区”项目，它集物业服务、政
务服务、 社区金融与便民服务为
一体、 自主技术研发的综合服务
移动互联网平台， 在全国创新性
地开辟了“1+1+1>3”的迭加建
设模式，即：“即1个平台：网上物
业服务中心（P端）、1张卡：小区智
能化改造（含小区一卡通）、1个
APP：业主服务手机端（C端）”。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银行率
先投入与发放“中银易商智慧社
区一卡通”， 让业主一卡在手，就
能出入门禁、道闸，缴纳费用，并
且积极拓展优惠商户， 方便业主
享受信用消费、打折优惠、城市出

行刷卡等，实现了一卡多用、一卡
通用，满足日常生活所需。

通过中国银行安全便捷的金
融服务和中国银联线上、 线下的
安全支付渠道， 让居民使用安心
无忧， 同时在业主端APP上就能
完成账户查询、额度管理、在线客
服等功能。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
介绍， 目前该行完成智能化改造
试点5家，发行“中银易商智慧社
区一卡通”5000多张。

还能帮业主在家创业

家住长沙兴威·帕克水岸的
李阿姨逢人就推荐儿子给她装的
中银乐住智慧物业服务APP，她
介绍，现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超
市、维修、快递、餐饮等服务。活动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APP
已经引进了涵盖便利超市、生鲜、
母婴、家政、干洗、维修、快递、餐
饮等众多业态的本地生活便民服
务。

同时，中国银行结合e社区场
景，首先将“易商理财”、“e社区i
生活” 等网络金融产品无缝嵌入
业主服务手机端APP———“中银
易商”，并将以开放、共赢的心态
加强对外合作， 陆续将“生活缴
费”、“医疗健康”、“出国金融”等
网络化惠民金融服务输出到合作
伙伴的入口，拓展客户服务范围。

借助与业主友好互动的平
台，中国银行、中国银联与乐住网
络将着力培育全新的社区商业生
态圈， 从而为小区周边商业实现
快速增长、本地电商落地推广、促
成零散服务集约化和品牌化、培
育更多新型居家服务业态等助
力， 为面向小区的商业形态提供
全新的商业、创业和就业机会，宅
在家里创业也将成为一种可能。

农村电商动作频频，“在希望的田野上”血拼

搭车“互联网”，土货身价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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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企业蓬勃发展，各种业态纷纷涌现。我省出台
的《湖南省“互联网+商贸流通”行动计划》提出，争取到
2020年把湖南打造为中西部电商产业生态发展平台。
近日，省商务厅组织主流媒体走访了省内主要“互联网
+商贸流通”相关企业。

即日起，本报推出“互联网+商贸流通”系列报道，
看互联网基因如何植入湖南的商贸流通中， 展示电商
发展现状，助推电子商务大发展。

炎陵县电子商务进农村两大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 浏阳电商人
才孵化基地挂牌、 江永与京东签
订电子商务进农村战略合作协
议、 桃源县首期农村电商培训班
开班……

在搜索引擎中输入“湖南 农
村电商”， 最新动态新闻铺天盖
地， 大家纷纷借用互联网手段来
改造农村流通体系， 从而推动工
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

日前，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
展的指导意见》，湖南省商务厅也
在江永县召开了全省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工作推进会议。业
内密集的动作， 似乎都在预示着
农村电商的“爆发期”或将到来。

“农村电商”高频曝光

记者粗略统计发现，“湖南
农村电商”近1个月内搜索结果就
超过了50条， 几乎涉及到全省各
个市州。一方面，各路电商大佬纷
纷进军湖南农村， 另一方面是各
个市县政府的发力。

其中， 还有不少重头戏，如
12月1日，《湖南省实施“互联网+”
三年行动计划》 出台， 计划明确
“在促进互联网与农业融合发展
中，探索智能农业发展新模式，并
建设农业专业移动客户端APP等
应用平台。”此外，阿里巴巴也与
省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将
重点推进我省农村电商的发展；
省政府召开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工作推进会， 要求各地政
府加大电子商务的扶持力度……

网购进村，划算多了

12月12日，电商“双12”促销
日， 江永县允山镇的村民来到镇
上的“湘村驿站”，围坐在电脑和
大显示屏前，在网上“赶集”，选衣
服、 挑电器，“比去店里买划算多
了”。在江永，这样的小“驿站”已
有56个， 农民享受到了跟城里人
一样便利的电商购物服务。

今年双十一， 湖南首个“村
淘” 试点桂阳县农村淘宝迎来了
首个交易高峰。 阿里巴巴湖南省
区域经理李永强介绍， 阿里已在
桂阳县建立了66个乡镇、 村级淘
宝服务站点，在湘潭、益阳和永州
等地均有布局。另一方面，京东在
我省已建设农村电商县级服务中
心16个、京东帮服务店51家。

土货“触网”，附加值大增

得益于触网，“炎陵黄桃”今
年销售周期由原来的30天缩短为
20天，销售均价由原来的20元/公
斤涨至27.8元/公斤。

这是由本土电商搜农坊运作
的“互联网+特色农产品”项目。
搜农坊负责人欧阳婕妤表示，利
用互联网真正做到了“好快省”，
通过压缩中间环节， 真正实现了
消费者受益，农民获利。

浏阳大围山镇同幸村汪金明
家的蜂蜜远近皆知， 但年初仍有
数千斤蜂蜜滞销。通过“网上供销
社” 平台标准化包装上线后仅两
周 ，6100多斤蜂蜜便被抢购一
空，价格也从年初的12.5元/公斤
涨到了25元/公斤。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副行长任晨（右四）给业主代表授予小区一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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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
了《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
主体服务和监管的实施意见》，明
确提出建立产品信息溯源制度，
要求2015年12月底前出台并实
施。杜康祥介绍，实景溯源技术使
得“田间地头的一举一动，都能通

过视频实时进行监测。”
湖南现代农商信息有限公司

则推出“农村商贸综合服务体”，只
要小卖部、超市等门店商家登录系
统，就可以向供货商下单。据介绍，
这“至少降低了50%的物流成本”。
■记者杨田风实习生刘倩肖奇艳

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处长胡
松强表示， 近两年我省农村电商
风起云涌，在全国走在了前列。

很多人认为， 农村电商最大
的问题是物流瓶颈。其实，业内另
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农村市场有足够大，物
流肯定会慢慢渗透，但前提就是市
场还不够大。” 基于此，“网上供销
社”杜康祥认为，农村电商最大的障

碍是人的问题，首先是要调动打工
返乡人群、大学生村官、农村商户，
这些人对网络的接受程度比较高，
同时还要注重对电商人才的培训。

此外，农村产品不同于工业化
生产，因缺乏质量认证、统一包装等
标准化体系，往往不适合在网络上
销售，“政府部门或各个行业应更多
地来制定相应的标准，有效地对农
产品的质量进行监管和认证。”

不怕物流，问题在“人”痛点

实景溯源保证土货安全趋势

集物业服务、生活缴费、金融功能等于一体

银行推全能型“一卡通”

“互联网+” 的狂风
席卷各个领域各个行业，
“互联网+” 正在创立一
个全新的产业生态和生
活方式。据了解，目前长
沙市已有536个小区参与
该项目合作共建， 其中
300多个物业小区近20万
业主享受到了24小时“网
上物业”。

活动主办方相关负
责人介绍，“中银乐住智
慧小区”项目的一大内容
是打造“互联网+物业”，
即开通24小时网上物业
服务中心，让业主免去奔
波之苦，同时在需要的时
候随时找到物业。长沙某
小区业主李先生说，“下
载该项目相关APP后，不
仅可以查看小区有无停
水停电等特殊情况，最方
便的就是在线缴付、报
修、投诉等功能，邻居们
都说现在的物业服务比
以前好多了。”

此外，记者获悉，“互
联网+小区”项目还整合
多方资源免费为老旧小
区的门禁、道闸、二次水
电充值写卡等基础设施
改造， 以及自助售货机、
智能垃圾处理系统、自行
车租赁等，并将逐步实现
智能车库、 远程联控、智
能巡防、智能安防、能耗
管理等更多智能应用。

■李忠波 潘海涛

享24小时物业服务

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