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30日，消费者参观湘菜展区。当天，2018第十七届湖南糖酒食品交易会在长
沙拉开帷幕，约有1500家国内外白酒、葡萄酒、烈酒、食品、饮料、食品机械、餐饮食
材、连锁加盟、创业投资等企业参会。 记者 徐行 摄

近日，财政部、商务部、国
务院扶贫办印发《关于推进农
商互联助力乡村振兴的通知》，
决定2018年继续开展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 在全国
培育一批能够发挥典型带动作
用的示范县。

记者从湖南省商务厅了解
到， 我省2018年电商扶贫专项
行动已经启动， 将力争全省农
产品网络零售额（上行） 突破
150亿元。按照规划，我省将在
全省51个贫困县及非贫困县的
贫困村推广10万家电商扶贫小
店，目前已开店9000多家，销售
700万元。

电商成扶贫新生力量

5月29日，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发布了《2017年度中国农村
电商发展报告》， 数据显示，
2017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
破万亿元大关，达到12448.8亿
元，同比增长39.1%，农村网店
达到 985.6万家 ， 零售额达
12448.8亿元，电商成扶贫新生
力量。

我省农村电商发展如火如
荼，电商扶贫带动作用明显。记
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2017年，
我省农村电子商务交易额约
1800亿， 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
额（上行）101亿元。目前，全省
51个贫困县中已有25个成为全
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区。参与电商扶贫考核的110个
县市区均建立了县级电商服务
中心，2017年上述110个县市
区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上行）72

亿元， 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
就业， 活跃了贫困地区农村消
费市场。

郴州县成功入选全国电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最
近， 每天有上千斤水果通过我
们公司电商平台销售到全国各
地。”汝城县绿百通农业有限公
司文明乡服务中心负责人刘俊
高介绍，5月初以来， 随着当地
桃子、李子、杨梅等小水果成熟
上市， 电商平台水果销售一直
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据了解，仅汝城物流园，目
前在电商物流等领域就业贫困
人口200余人， 月平均工资
2500元以上。目前，该县已完成
40个贫困村电商服务站和18个
贫困户示范网店建设， 全县利
用电商平台销售本地农产品的
年交易额达2200万元， 其中利
用电商平台销售贫困村农产品
年交易额410万元。

全省已开9000多家电商
扶贫小店

记者从一份湖南电商扶贫
专项行动工作情况材料中看
到，2018年我省电商扶贫工作
目标明确， 将力争全省农产品
网络零售额突破150亿元，参与
电商扶贫考核的110个县市区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要达到100
亿元。

本月中旬， 省商务厅召开
了2018年电商扶贫工作企业座
谈会， 对2018年全省电商扶贫
专项行动进行了政策解读，尤
其针对湖南电商扶贫小店模式

升级做了详细介绍。“湖南电商扶
贫小店” 系统是基于微信平台多
公众号数据共享的公益性扶贫交
易平台，可“一站式”帮助农户开
店、上传、推广、销售自产自销的
农特产品、特色手工艺品、自产生
活用品等。 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
提供的信息， 经2018年前四个月
农产品收获淡季的试运行， 平台
交易额超过700万元，特别是在涟
源市推广“湖南电商扶贫小店”销
售金秋梨取得良好效果， 短短一
个星期开店100多家，销售额最多
的一个小店达4.8万元。目前全省
已开店9000多家。

农村电商进入2.0版本

农产品上行推动着农村电商
朝着2.0版快速发展。 记者了解
到， 目前全省有长沙市以及岳阳
电子商务产业园、 益阳中南电子
商务产业园等3个国家级电商示
范基地，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等7个省级电商示范基地，其
他市州、 县域也陆续开始兴建电
商产业园。 5月25日，新化电商产
业园正式开园，数十家企业入驻；
衡阳智慧电商产业园5月开工，
“双11”前使用；邵阳将建农产品
电商物流产业园……

“电商产业园避免了企业单
打独斗。无论是在办公场地、人才
培养，还是物流、渠道、融资上都
会更加便利。”入驻了新化电商产
业园的湖南小小鸟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周俊认为， 电商产业
园成立的集聚效应对电商企业是
一个大利好， 将更有效地推动农
产品“走出去”。 ■记者 杨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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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中国铁路总公司联合发布《关于推进高铁站周边区域合理
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 提出要坚决防控单纯房地产化倾
向，严禁借高铁车站周边开发建设名义盲目搞城市扩张。

高铁新城成为继特色小镇和主题公园后第三个需防范
房地产化倾向的领域。这一决策将产生哪些影响？

防控单纯房地产化倾向 高铁新城开发将发生哪些变化？

三四线城市“高铁新城热”成调控重点

糖酒盛宴
长沙开展

2017年湖南农村电商零售额达12448.8亿元

今年我省电商扶贫销售额瞄准150亿

据了解，截至去年底，全国
高铁通车里程2.5万公里 ，有
700多座高铁站。 伴随高铁建
设， 一些地方掀起“高铁新城
热”。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
人孟玮表示，意见的出台，正是
为了指导地方因地制宜、 规范
有序推进高铁车站周边区域开
发建设。

指导意见专门在“促进站
城一体化融合发展”和“合理把
握开发建设时序”两处，对大城
市、中小城市做出分类指导。业
内人士分析， 随着高铁路网由
“四纵四横” 向“八纵八横”扩
展， 新建高铁站将主要集中于
中西部地区和东部省际、 城际
连接线， 众多三四线城市或将
成为调控重点。

首先， 三四线城市正在成
为规划开发高铁新城的主力。
早在2015年， 就有媒体不完全

统计，全国将要及已经开始规划、
建设的高铁新城超过70座。 记者
调查发现， 近两年又有20多个城
市正在规划建设高铁新城， 这些
城市多半是城区常住人口少于
100万的中小城市，三四线及以下
城市占比超过七成。

其次， 不少中小城市与高铁
站“距离感”明显。现实中，有的高
铁车站距离市中心动辄数十乃至
上百公里，群众出行并不方便。

此外， 一些中小城市的高铁
新城规划面积较大。意见提出，在
大城市高铁车站周边， 初期开发
的重点是新建车站周边2公里以
内的区域。 中小城市要避免照搬
照抄大城市开发经验，硬造特色、
盲目造城。然而，不少正在规划建
设的高铁新城往往面积较大。依
托在建的惠州北站、惠城南站、罗
浮山站，惠州3座高铁新城总规划
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

记者检索全国PPP项目库
发现， 目前各地与高铁站周边
建设相关的项目共106个，其
中，进入管理库的58个，纳入储
备清单的48个， 多数项目集中
在市政工程、 城镇综合开发和
交通运输等行业。

财政部PPP中心发布的数
据显示，自去年12月到今年3月
底， 全国清退管理库项目1160
个， 累计清减投资额1.2万亿
元， 退库项目数前三位是市政
工程、 交通运输、 城镇综合开
发， 三者合计占退库项目总数

和投资额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51.9%、67.6%。

孟玮表示， 在高铁站周边开
发建设过程中， 要注重防范地方
债务风险。一方面，有关地方要进
一步完善项目和资金管理， 合理
控制建设规模和节奏， 防止脱离
地方财力实际搞开发；另一方面，
落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
算管理制度， 严禁以PPP等形式
违规变相举债， 对于列入地方政
府债务风险预警范围的高风险地
区，原则上不得举债搞建设。

■据新华社

【“预警”】 三四线城市“高铁新城热”

“火车一响， 黄金万两”曾
造就一批“火车拉来的城市”。
如今，高铁开动，是否会带来相
同的效应？

数据显示，近两年，一些高
铁沿线城市的房价出现不同程
度上涨。2016年至2017年，淄
博房价两年内整体涨幅超过五
成，高铁片区接近翻倍。在京港
台通道沿线， 合肥房价从2016
年初的每平方米8984元涨至今
年4月的14303元，九江、南昌、
赣州都有不同程度上涨， 涨幅
均在20%以上。

然而，与此同时，也有一些
城市因高铁站周边区域开发规
模过大、发展模式单一、综合配
套不完善等问题， 导致出现大
量房屋空置现象。

记者在阳泉北站周边采

访发现，2009年石太客专开通运
营后，当地一家房地产企业就拿
到了车站周边第一块地。 然而，
2014年房子建成后， 由于当地
经济下行， 相关配套建设放缓，
前三年房子只卖出三分之一。直
到去年，当地经济回暖，加之棚
改货币化安置，才刺激了购房需
求。

值得注意的是， 交通优势其
实也是一把“双刃剑”。克而瑞研
究中心分析师马千里表示， 拥有
贵广、 沪昆两条高铁线路的黔东
南交通优势明显， 但周边流动人
口超过半数流向长三角、 广东等
地， 黔东南汇聚比例不足2%。中
国房价行情平台数据显示，今年4
月， 黔东南二手房均价每平方米
4577元，环比和同比涨幅均居省
内末位。

【“双刃剑”】 有开发商“栽跟头”

【“管控”】 避免盲目造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