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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货”下乡来，农产品进城去
针对“上面热、基层冷，城市热、农村冷”现状，专家为湖南农村电子商务支招

现如今，湖南农村电
商平台初具规模，农村电
子商务总交易额呈年均
30%以上的增长速度，阿
里巴巴、腾讯等大型互联
网企业先后聚焦湖南农
村市场。

湖南农村电商正走
向春天。

但作为新兴事物，农
村电商尚处于初级阶段，
存在许多不够完善的环
节，在各级政府给予合理
规划和积极扶持的同时，
农村电商、淘宝村的发展
尚需要经历更多的市场
经济的洗礼。

将城乡产品相互对接

“过年过节， 我家买
过湖南老太太做的腊肠、
腊肉，很好吃。”2015年11
月23日，阿里巴巴集团董
事局主席马云现身长沙，
出席省政府与阿里巴巴
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签署
仪式。马云说，虽然湖南
有很多特色农产品，城里
人爱吃， 但很难买到；农
民想卖，却没有渠道。“农
村电商的前景太广阔了。
现在，很多农村出来的年
轻人又回到农村去开网
店、当快递员，把家乡的
农产品卖到世界各地去，
这是很美妙的事。”

在2015年下半年会
见马云和腾讯董事会主
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之时， 湖南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
提出了“互联网+”要真正
便民的理念，并亲自向互
联网大佬们推销大湘西
农产品。如徐守盛书记所
言，“互联网+”“+” 的应
该是老百姓的柴米油盐
酱醋茶。农村扶贫就是要
用“互联网+”的思维改
造农村现状，将农村的好
东西和城市的新产品相
互对接，真正为老百姓提
供便利。

近年来，湖南省电子
商务持续高速增长。2013
年、2014年电子商务交易
额实现同比翻番。根据初
步统计，2015年1月至9月
全省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3150亿元 ， 同 比增 长
64.4%， 其中网络零售额
570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68.2%。2015年7月，商务
部、财政部支持在全国创
建培育200个电子商务进
农村示范县 (市 )，发展农
村电子商务，完善农村市
场体系，推动农村流通产

业转型升级，打造农村经
济增长新的“发动机”。我
省韶山、 宁乡、 炎陵、江
永、邵东、双峰、汨罗、桃
江等8个县 (市)被批准为
国家级示范县(市)。

“农产品滞销”年年有

我省农村电商在迈
向春天的路上，经营实力
偏弱、发展空间受阻等问
题凸显了出来。

在2015年10月，衡阳
市常宁市忠岭村无渣生
姜产量较之前翻了一番，
但全国各地生姜丰收，生
姜收获后很长一段时间，
90万斤生姜才售出1万多
斤，愁坏了村民。11月初，
衡南县宝盖镇双田村养
鱼专业户肖某，看着屋门
前承包的五子塘水库里
鱼儿欢跳的场景，眉头紧
锁， 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向媒体求助，全家辛辛苦
苦起早贪黑放养 5年的
鱼，现因统一冬修水利设
施， 鲜鱼愿以白菜价出
售。“农产品滞销”、“白菜
价处理”， 这样的新闻前
年有、去年有，年年似乎
都很多。

据了解，湖南省统计
局在去年发布的《大数据
背景下湖南电子商务发
展研究》中指出，湖南电
子商务县域发展偏后，各
地统计部门也对湖南农
村电子商务进行了摸底。

衡阳市统计局在调
查中指出，农村接触电子
商务者较多的是应用于
购买，很大一部分人认为
电商只是简单地把线下
交易搬到了网上，没有认
识到电子商务平台不仅
是交易平台，也是信息发
布和品牌推广平台。还有
的认为，只有服装、鞋帽
等日用品才能在网上销
售,农产品特别是鲜活农
产品不适合在网上销售,
开拓意识不强。 同时，由
于受传统交易习惯影响，
相当多的农村商人、专业
合作社、种养殖大户仍然
习惯于一手交钱一手交
货的面对面交易，不能也
不愿接受网络销售，呈现
出“上面热、基层冷，城市
热、农村冷”的状态。

除此之外，供应者与
消费者之间供求消息相
对延迟、农产品与市场对
接不理想、 硬件不够到
位、农民知识结构不适应
瞬息万变的运营环境等
制约农村电商的发展也
成为共识。

对话

农村电商开发不能一哄而上

2014年阿里巴巴公司将农村电
子商务、数据服务和跨境电子商务作
为未来发展的三个重要方向，之后众
多电商平台都开始抢抓农村市场。农
村运营电子商务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需要克服哪些技术壁垒？ 当地政府、
组织又该如何作为？近日，三湘都市
报《创周刊》对话电商研究人士、湖南
商学院刘星宝博士。

不是所有的农村都适合做电商

创周刊：各大农村进行电子商务
开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刘星宝：农村电子商务具有广阔
的发展前景。但是笼统地说农村电子
商务开发是不严肃的，也不是所有的
农村都适合做电子商务。 一个地区是
否能够支撑电子商务发展， 需要根据
当地的农业资源、交通状况、农民教育
程度等诸多因素考虑，也就是说，农村
电子商务的开发不能一哄而上， 而是
要根据条件划定试验片区， 让片区辐
射周围农村，由点到面逐层铺开。

创周刊： 具备发展发件的农村开
展农村电子商务，产生和发展的模式有
哪些？它们各自的发展路径是怎样的？

刘星宝：有两种模式，一是自发
形成，二是政府主导。早期的江苏沙
集镇是自发形成淘宝村的代表。该村
在城市务工的青年返回家乡，在淘宝
开店卖家具， 很快挣得第一桶金，之
后淘宝店越开越红火。在榜样的示范
效应下，村民纷纷学习效仿开设淘宝
店，然后扩展到邻村，最后几乎整个
县都做淘宝店。

政府主导的淘宝村比较多，如遂
昌、通县和成县等地，政府建立电子

商务园区和专门的负责部门，深入农
村寻找可以电商化的产品，并为农产
品设计统一包装、 申请统一品牌，然
后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如县委书记、县
长等出面为产品质量背书，利用各种
媒体、 借助各种机会宣传推广农产
品。

要给农民树立起发家致富榜样

创周刊：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哪
怕是在身处“第三届中国淘宝村”的
部分村民看来，他们也并不熟悉相关
情况，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刘星宝： 湖南今年有三个村被
“第三届中国淘宝村” 高峰论坛选为
年度淘宝村，这是湖南省大力推进农
村电子商务的结果，也是当地政府和
百姓努力奋斗的丰厚回报。在你们的
调查中，当地不少实体经营者和很多
农民并不了解电子商务，那网络上销
售、购买的行为就更无从谈起，这表
明当地政府在埋头做事情的同时，还
要加大宣传力度，真正帮扶出几个电
商农户，给周围的农民树立起发家致
富的榜样，让他们认识、了解、最终能
够从事电子商务领域。

创周刊：给农民树立起发家致富
的榜样，是使得淘宝村由无意识发展
到群聚、主动发展的捷径？

刘星宝：在农村的确如此。农村
拥有家族聚居的特点，地方小，消息
传递迅速。某户的销量上升了，大家
也知悉了电商行业存在一定的超额
利润， 这会吸引周围农户模仿学习，
扩大电商规模，从而使得淘宝村向淘
宝镇这一种更高层次的电子商务生
态现象发展。

当下， 农村地区电商人才缺乏、
农民对电商的接受度不高，对电商运
营模式了解甚少限制了农村电商的
发展。 有条件的村可以设立电商学
校， 并在学校里形成自己的特色。学
习和实训相结合，能让村民边学边优
化店铺提升销量。

“网货下乡”&“农产品进城”

创周刊： 网上日常生活品丰富，
网店竞争日趋激烈，价格稍微比其他
同行高， 就会对销量造成很大的影
响。新的农村电商该如何做？

刘星宝：针对这种现状及发展趋
势， 淘宝卖家应该做自己的品牌，从
而提高竞争门槛，在激烈的竞争中站
稳脚步。同时，政府应该为农村电商
用户做相应的宣传工作，为商户包装
品牌。

创周刊：技术也是限制农村电商
的原因，当地该如何通过技术来突破
物流、信息流的瓶颈？

刘星宝：要扩大电商在农业农村
的应用，需要鼓励社会资本、供销社
等各类主体建设涉农电商平台，拓宽
农产品、民俗产品、乡村旅游等市场，
在促进工业品下乡的同时为农产品
进城拓展更大空间。这其中，技术尤
为关键。 镇或者县政府应该完善交
通、信息、产地集配、冷链等相关设
施， 鼓励相关商贸企业建设配送中
心，发展第三方配送等，提高流通效
率。只有突破了物流、信息流的瓶颈，
才能实现“网货下乡”和“农产品进
城”的双向流通功能。

雷建芳是郴州市桂阳县浩塘镇人，2015年7月听说阿里巴巴的农村淘宝招合伙人，便从广东回到了桂阳老家，幸运地
成了60个合伙人之一。她把姐姐和姐夫拉过来，三个人在浩塘镇集市上租了一间门面，开始做起了农村淘宝。 IC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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