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7 月 27 日 星期一

5

特别策划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AILY

本版主编：何晓曦 执行主编：李子晨 责任编辑：刘旭颖 审校：闫卉娇 美编：李 祯 制作：李子娜
中国商务新闻网——国家一类新闻网站：
http://www.comnews.cn

打造创客中心、孵化
中心，培育创新型电商企业，国
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成为落实“双
创”战略的重要载体，在吸纳大学生和
农民工就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打通东西部产业协作的
厦门中达电商园、不断提升服务能力的
青海朝阳国家电子示范基地、构筑电商
发展生态产业链的新疆国际电商产
业园……越来越多的电子商务基
地正在为精准扶贫、振兴
乡村贡献力量。

■ 本报记者 王旭光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
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为
助力精准脱贫、乡村振兴，直播带货与消
费扶贫相结合成为助力农产品销售的新
潮流。日前，为滞销农产品打开销路、为
经济复苏打通“快速通道”的东西部协作电
商消费扶贫公益直播活动在临夏·厦门中达
电商园启动。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是中国两大回族
自治州之一，属于“三区三州”重点贫困地区，
这里山高沟深，产业资源匮乏，脱贫难度大。
厦门中达电商园作为商务部 2019 年增补的 13
个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之一，利用东部园区的
建设经验和资源，探索东西部产业协作电商扶贫
新模式，为促进西部地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提供
了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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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沿海资源集聚优势 谱东西协作共富新篇

厦门中达：
“两头在外”为电商扶贫添动力
2018 年，中达集团探索出依托沿海成熟的供应
链和电商实训资源
“两头在外”
的电商扶贫新模式，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同年 12 月，临夏·厦门中达电商园
正式落户临夏，成为东西部扶贫协作在电子商务领域
的又一硕果。

搭建平台传帮带
中达集团发挥人才和产业集聚的资源优势，以沿
海前沿的创新理念和专业的服务资源集聚为支撑，向
临夏州提供完整的电子商务专业服务和支撑，开放优
质资源，有效解决当地电商发展中存在的资源、物流
问题，同时引进上游供应链资源赴临夏州设立扶贫车
间，
解决无货可卖的问题。
扶贫先扶智，有了产品还要有对口的电商人才。
中达以旗下中天创客孵化的近 40 位电商创业青年打
造导师团队，
培养电商人才，
以期让电商运营新手迅速
成长为能独立运营店铺甚至实现盈利的电商能手。
创业导师团队的激励和言传身教转变了
学员思想观念，激发了创业致富意愿，也培
养了一批致富带头人，
涌现

青海朝阳：
构建电商精准扶贫通道

■ 本报记者 王旭光
作为目前青海省唯一的国家级电子
商务示范基地，青海朝阳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不断优化发展布局，提升示范创建水平，着力在
培育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和应用企业，促进电商精
准扶贫、消费升级、创业就业等方面发挥功能实
效，为区域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为缓解青海省电子商务服务能力与中小企
业发展需求不匹配、特色产业服务链条不健全等
问题，促进特色产业向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方
向发展，青海朝阳示范基地在西宁市南川工业园
区着手新建青海高原特色产品电商集散中心，打
造集“双创”孵化中心、电商大数据中心、仓储物
流中心、农特产品集散和展销中心等功能于一体
的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产业园区，进一步集
聚电商服务资源，促进特色产业融合发展。
在首届中国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品牌推介

洽谈会上，商务部副部长
王炳南曾表示，通过电子商
务帮助贫困地区销售农产品，是
农产品销售的新渠道，对促进农民增收、
带动农业产业化能够发挥重要的助力作用。
由此，青海朝阳示范基地发挥行业优势，积
极探索企业带动、合作社及贫困户共同参与的电
商扶贫新机制，构建电商精准扶贫通道。与此同
时，示范基地积极探索向下传导电商优势服务资
源，
推动服务下沉，
输出基地建设运营经验。
其先后在果洛州玛沁县、
黄南州同仁县、
玉树
州玉树市、海西州都兰县等省内偏远落后地区建
立朝阳电商基地县级运营服务中心，为这些地区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创建输出服务资源和
发展经验，
有效提升当地电子商务综合服务能力，
为少数民族地区电子商务发展注入了活力。
此外，青海朝阳示范基地还在电商物流协同
发展路径方面作出了跨界探索，搭建“青报商城

出了一批建档立卡优秀创业能手。据悉，稳定创业 3
个月以上的学员的月平均收入超过 3000 元，最高月
收入可达 10 万元。
在此基础上，中达集团的帮扶对象也从原来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青年拓宽至农特产品生产户，以及残疾
人这一弱势群体。中达通过精选导师、加强实训等方
式探索带贫益贫机制，专门设计研发了一套集店铺开
设、产品上架及供应链、仓库发货系统于一体的服务
软件——鹭海临风电商扶贫助手，缩短了培训周期，
提高了脱贫效率。
为在实践中更好地培养学员的电商相关技能，引
导学员对接家乡的优秀农特产品，回乡进行电商创
业，中达在加强致富带头人培训的同时，也尝试发挥
致富带头人的带动脱贫作用，鼓励已经稳定盈利的致
富带头人通过帮助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及残疾人开
店，
逐步扩大电商扶贫的影响范围。

复制推广助农兴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深入推进，消费扶贫已成为社
会力量参与其中的重要途径。
中达聚焦当地优质农产品，探索“互联网+特色

网”
电子商务平台，组建专业物流配送团队，并发
起成立全国党报发行物流联盟，以及全国报业电
商物流联盟，成为青海省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发展
电子商务的典型示范企业，有效助推电子商务综
合服务网络连接城乡、服务全省。
群雁高飞头雁领，青海朝阳示范基地借助国
家冷链物流、电子商务进农村等综合示范项目实
施契机，引导企业积极参与青海省电商物流配送
体系建设、冷链物流信息系统建设和基础设施标
准化改造等工作，
促进电商物流协同发展。
在促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方面，示范基地以
构建电商产业生态链条为主线，以示范引领为目
标，围绕产品生产、质量追溯、包装设计、运营推
广、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电商化全流程服务，不
断开展跨界探索、整合电商资源，培育典型企业，
为青海省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树立了示范标杆。
在此基础上，传统企业营销渠道加快拓
展，企业品牌化经营意识不断增强，枸杞鲜

新疆是个好地方，正如歌中所唱“天山南北
好牧场，风吹草低见牛羊，葡萄瓜果甜又甜，煤
钛金银遍地藏”，在新疆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之
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内，2015 年获
得第二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和首批自治区
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的新疆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
就坐落其中。
该产业园积极探索建立电子商务精准扶贫
体制机制，助力精准扶贫产业发展，引进了阿里
巴巴、京东、唯品会、美的、苏宁、顺丰等国内知名
电商、跨境电商及产业链配套企业，同时新疆邮
政、新边界、亚欧国际、欧尚优品、西域传奇、有疆
货等疆内知名电商企业也已加速聚集，初步构筑
起电商发展的生态产业链。
2017 年，新疆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开发区
（头屯河电商协会）创新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带动电子商务示范县的发展模式，率先在岳普
湖县启动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与国家级电
子商务示范县联盟试点工作，在平台建设、公共
服务、电商资源对接等方面给予电子商务示范县
全方位支持。
近年来，基地不断扩大试点范围，在 40 余家
电子商务示范县积极联动疆内外知名电商平台
和快递物流企业，打通农产品上行渠道，开展农
村电商运营指导，帮助示范县加强产销对接，降

农产品”的创新融合模式，以标准提升、产品体系、品
牌营销、商品流通为推进路径，全力打造了具有地域
特色的“西有农时”品牌，整合临夏州优质农产品资
源，打造临夏州农产品品牌矩阵，提升农产品价值，
助力消费扶贫。
在 2019 年 6 月举办的临夏州公共品牌“西有
农时”新品发布会上，厦门中达电商园与临夏州
120 家合作社达成战略合作意向，与 15 家供应链
及品牌服务商签署授权合作协议，
共同引领临夏
州农产品供需结构升级，
探索长效化扶贫机制。
中达“两头在外”模式的服务和辐射能力
逐步显现，扶贫成效显著。近年来，牛羊肉、
黑枸杞、八宝茶、百合干等越来越多临夏州
的特色农副产品搭乘电商扶贫的快车走上
了厦门市民的餐桌。
与此同时，临夏·厦门中达电商园的扶
贫模式也被成功复制到了宁夏和内蒙古，
中达在当地建起县域电商园，服务包括临
夏县、广河县、康乐县、积石山县、东乡县、
泾源县等 10 个县域，通过发挥厦门及东
部电子商务的人才、资源及产业优势，以
电子商务赋能青年创业和县域品牌打
造，
激发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潜能。

生、糕源、德吉村、优力、小牦逗等入驻品牌企业
通过网络化运营，产品知名度和影响力稳步提
升；宁食集团、可可西里、诺蓝杞、汉尧、青
海龙升阁等一批青海知名特色产品
生产加工龙头企业借助电商平
台实现千余种特色产品网
络化营销，也使传统企
业转型升级步伐
进一步加快。

集聚优势
跨境电商扶贫有道
■ 本报记者 王旭光

新疆国
在加快跨境电商产业聚集发展方面，国
际电子商务产
内知名大企业、大集团纷纷瞄准“一带一路”
业园是中国到中
沿线国家市场，一批市场前景好、集聚效应
亚及欧洲运输距离最
大、带动能力强的企业先后落户产业园，建
短的商贸汇聚地和交通
设“一带一路”西北总部基地，不断扩展中
枢纽中心，辐射国内国外
亚、欧洲市场。同时，传统跨境电商企业不
两个“13 亿”市场。园区有
断发力，本土跨境电商企业及商贸物流企业
全疆最大的列车编组站、货物
不断拓展在疆市场，加快在“一带一路”核心
储运站，216 国道、连霍高速公
节点的战略布局。
路贯区而过，地窝堡国际机场、乌
此外，产业园还围绕存量经济，引领带
鲁木齐站构成了多式联运、无缝衔
动实体经济发展，服务汽车制造龙头企业
接的
“铁公机”
立体运输体系。
“走出去”，助力冶金装备、化工制造产业拓
具有多重优势的新疆国际电子商
展市场。亚欧国际、新疆交易市场集团等跨
低成本，
助农增收。
园将继续创新国家级电子商
务产业园也把握住了“一带一路”这一
境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也正着力打造丝绸之
同时，产业园充分发挥区位、交通和产业集
务示范基地电商精准扶贫体
历史机遇，承接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
路交易中心，
蓄势待发。
聚优势，凝聚各方力量探索精准扶贫新路径，将
制 机 制 ，计 划 在 皮 山 筹 建
区“五大中心”重点项目，依托国际陆港区
新疆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加快推进基
县域农业资源优势与核心区市场优势充分结合， “新疆国际电子商务产业
和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大力发展跨境电商，
础设施、服务平台等载体建设，发挥向西通
形成规模效应。在推动“旅游电商+农业”等平
园——皮山园区”，以离
打造“跨境电商平台+外贸综合服务+国际物
道上的重要“窗口”
“门户”和枢纽作用，畅通
台建设的同时，实施精准扶贫馆、
“一县一馆”精
岸孵化的方式，开放园
内外两个市场，全面开放人才服务、技术服
流口岸”相融合的新型产业园模式，搭建帮助
品工程等项目，支持开辟展示展销专区销售示范
区优势资源，给予全方
务、供应链、平台、仓配物流等各类要素、资
企业“走出去”的外向型经济服务体系，致力于
县特色农畜产品。
位的支持；同时组织电
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陆海内外联动、东
源和渠道，形成立足新疆、面向中西南亚的
在助力精准扶贫方面，产业园多方合力，深
商企业采购皮山县农
西双向互济”
的开放型经济示范区。
电子商务产业核心竞争力，努力把产业园打
入推进，
取得了积极成效。
产品，助推农产品上
在加快跨境电商服务要素高质量发展方面，
造成为连接欧亚的网上丝绸之路开放驱动
2018 年年初，产业园在对口扶贫和田地区
行，
助力农民增收。
服务跨境电商的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日用百
引擎、组织枢纽和产业高地。与此同时，产
皮山县的同时，联合国内 50 多家知名电商企业
此外，
将继续支
货、服装产品、机械设备、电子配件等产品搭上中欧
业园的跨境电商也在助力精准扶贫方面发
成立了新疆电商精准扶贫产业联盟，通过整合电
持有疆货新疆特色
挥了巨大的作用。
班列，从园区出发，2 天可达哈萨克斯坦、8 天抵达俄
商平台、网商、微商企业的采购订单和供应链资
农产品供应链平台
据悉，产业园曾组织 50 多家跨境电商
罗斯、16 天抵达荷兰；集疏运体系进一步完善，国际
源，定向输出到疆内深度贫困县，搭建起贫困户
建设，
依托新旅投、
企业先后 8 次前往南疆四地州 33 个县域举
方面已与德国、波兰、卢森堡、法国等主要物流节点
与平台、采购商之间的桥梁，组织电商企业采购
海鸿国际、新疆电
行农副产品采购对接活动，助力南疆农副产
地区港口公司签约，国内方面与环渤海经济圈、长三
了大量皮山当地红枣、核桃、石榴等；2019 年，有
商精准扶贫仓配
角经济带、珠三角经济带等国内主要港口城市建立友
品通过跨境电商平台销往国外市场。产业
疆货农产品供应链平台上线运营，日均订单量达
集散中心等园区
园还开通了首趟和田—喀什—乌鲁木齐集
好联系；场站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海关、铁路等国际
200 单，
月均销售额可达 70 万～80 万元。
载体，
聚焦全疆优
联运单位入驻后全天候提供进出口运输组织和通关
拼集运货运班列，首次将新疆南疆地区揽入
与此同时，新疆西域传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质农特产品，
实现
中欧班列的“大家庭”，将杏酱、PVC 等南疆
等
“一条龙”
综合服务，
进一步为跨境电商的货物查
在全疆15个县开展农村电商综合示范项目运营工
线上线下双联
验、监管、通关提供更为便利优质的服务。
五地州的出口产品运往集结中心，与疆内货
作，
在电商基础服务体系建设、
地域品牌培育、
电商
动，将新疆国际
源按照目的地拼车编组，再分别发往欧洲、
在加快完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重点建
扶贫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此外，
产业园打造
电子商务产业园
设项目正在积极推进，智能场站平台也在加快建设，新
中亚等地，与海运相比，时间缩短了 2/3，有
的两个县域公共品牌之一吉木乃县
“冰川羊”
则被
打造成为全疆特
效带动南疆中小微企业向西开放，助力当地
疆电子口岸、乌鲁木齐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等
评选为 2019 年农产品电商标杆案例，
冰川羊系列
色农副产品集散
也已在园区落户。
打赢脱贫攻坚战。
产品销售也带动了300多户贫困牧民实现增收。
基地，助力脱 贫
该示范基地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产业
攻坚。

新疆国际电商产业园：新机制带动增收
■ 本报记者 王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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