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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机制 整合资源

■ 本报记者 曲晓丽
“特色园区线上份额占特色园区总销售
额的 1/3 以上，尤其是茶恩寺竹木工业园线
上销售占 70%以上。”
“湘莲产业 2016 年产值为 30 亿元，经电
商助力，2019 年的产值突破 50 亿元。
”
“湘潭县 2019 年网络零售额 46.5 亿元，
全县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12 亿元，近三年平均
增速达到 30%，
位居全省前列。”
谈起农村电商的发展状况，湘潭县商务
局局长陈志锋用一系列数字让人们看到了湘
潭县农村电商发展的“加速度”，快速发展的
背后是商务部门的创新与务实、开拓与拼搏。
作为湖南省农业大县，近年来，湘潭县扎
实抓好农村电商的产业基础、人才培训、品牌
打造、物流体系等关键环节的工作，通过整合
资源、创新机制，建立了线上线下融合的“农
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的电商渠
道，有效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立足特色产业
拓宽网销渠道
没有适合销售的产品,农村电商也会“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此，湘潭县充分发挥特
色产业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促进产业链发
展。
2019 年，湘潭县成立发展了新兴优势产
业链领导小组，分设海泡石产业链、食品和槟
榔产业链、竹木产业链等多个办公室，建设了
海泡石产业园、花石湘莲产业园、天易槟榔
产业园、茶恩竹木工业园、青山桥皮
鞋皮具特色产业园。
针对这些特色园
区，湘潭县

湘潭农特产品 走 四 方

大力支持其开发网销产品，通过互联网转型
人才和技术人才培育体系。一是组织县、乡、
升级。湖南典靓家具有限公司、湖南和亿湘
村干部及农村电商带头人参加培训，通过“上
莲有限公司等电商企业和张新发槟榔、伍子
网触电”，重点拓展现代互联网发展思维。二
醉槟榔、湘里农湘莲等产品通过线上销售。
是组织电商企业培训，积极联系阿里巴巴、湘
依托特色产业，湘潭县把开发网销产品
潭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等电商企业和高校举
作为农村电商的核心来抓。
“全县新开发 500
办各类电商论坛、峰会、创业训练营，拓展电
多种槟榔、湘莲、竹木、油纸伞等线上产品款
商视野。三是组织创业青年开展“湖南电商
式，其中扶贫对象新开发农产品 150 多个，如
扶贫小店”等平台的推广应用培训，利用扶贫
中路铺药糖、羊鹿茶等网销量持续增加。”陈
小店、微商、兴盛优选等社交电商平台，将湘
志锋表示。
潭县非标农产品卖出去，促进农产品上行，同
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的
时助力脱贫攻坚。
原则，湘潭县构建了“一园三镇多点”的全域
电子商务集聚布局，即“一园聚集，三镇辐射，
整合城乡有效资源
多点融合，
全域发展”
。
创新电商物流模式
一园聚集，即以电子商务产业园为基础，
依托已有湘潭县银河电商物流园，着力建设
为有效解决“最初和最后 1 公里”的问
电子商务创业园 ，带动全 县电子 商务的发
题，湘潭县加强传统商贸流通企业与物流快
展。三镇辐射，即在具有较好产业基础的花
递资源的整合，探索出了一条符合本地发展
石、青山桥、茶恩寺等乡镇，加速辐射推广。 实际、农村电商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好路
多点融合，即利用延伸到村的农村淘宝、银河
子，实现了农村电商服务体系的市场化运营、
易购、供销、邮政、京东等网点，打造“万村千
可持续发展，以“工业品下行”快递物流带动
乡市场工程”电子商务升级版，畅通“农产品 “农产品上行”，创新“五共”物流模式（共建园
进城”
和
“工业品下乡”
的双向流通渠道。
区、共享系统、共用渠道、共织一张网、共保稳
定）。
优化人才培育机制
由湘潭县政府牵头组织，银河商贸、
“四
破解电商发展瓶颈
通一达”快递及其他经销商、物流快递商等，
按照“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原则，合力打造
银河电商物流园。物流园统一保管、统一配
当前，农村电商发展也存在着某些“堵
货、统一送货的“三统”制度，缩减了配送时
点”，比如专业人才缺乏、物流成本较高等问
题。为破解人才短缺的“堵点”，湘潭县通过
间、降低了物流成本。
湘潭县以银河电商物流园为中
完善的农村电商人才培训和孵化机制，电商
人才培训规模位居全省前列。
心，以乡镇为骨干、以村级服务
站为支点的三级物流配送网
“2019 年，我县组织各类电商人才培训
活动超过 80 场，全年累计培训 4000 人次以
络，在县城建成 2 个仓储
面积达 2 万平方米的
上，近三年累计培训电商人才 1.5 万人次。”陈
志锋介绍道。
仓储配送中心，在
全县 3 条物流主
据介绍，湘潭县建立了多层次电商领军

线路上建设了农村电商分拨中心。采用定
车、定点、定时、定线模式，进行集中运送，实
现了全县配送范围全覆盖。
镇、村原有的夫妻店、村口便民店等商贸
小店则被建设成集卖货、代购、快递、金融及
农产品上行等功能于一体的村级电商服务
站，
有效解决村级电商站点生存问题。
通过建立以物流园为中枢、村级服务站
为末梢的网络体系，湘潭县有效畅通了农产
品上行、消费品下行渠道。
据介绍，目前湘潭县拥有物流、快递服务
企业 80 余家，物流服务网点近 1000 个，形成
了集县级电商服务中心+村级电商服务站
点+第三方物流于一体的高效物流配送体系。
“基于我县区位优势和高效的物流配送
体系，我县本地物流成本与省会长沙物流成
本基本持平，部分区域甚至更低。”陈志锋说
道。

袋。为持续提升电商扶贫成效，湘潭县不断
拓宽农产品上行渠道，建立健全县域电商精
准扶贫机制。
以电商精准扶贫为抓手，湘潭县将全县
考核任务细化分解到乡镇，20 余家优秀电商
企业与 17 个乡镇建立帮扶机制，与石鼓镇将
军村等 28 个省定贫困村结对帮扶销售贫困
村的农副产品，连续四年进入全省电商扶贫
考核优秀行列。
同时，针对我县不同季节的特色产品（莲
蓬、砂糖桔、脐橙等），湘潭县广泛开展“电商
帮销季”活动，充分利用互联网渠道推介“金
湘潭”
区域公共品牌。
2019 年仅 7-9 月的“莲蓬帮销季”，全
县 就 销 售 新 鲜 莲 蓬 27000 多 箱 ，85800 多
斤，累计销售 460 余万元，帮扶促销效果相
当显著。

健全电商扶贫长效机制
助推农产品上行
农村电商，美了百姓生活，富了百姓口

以打造“15 分钟便民生活圈”为目的的
品牌连锁便利店近年来发展迅速，国家和地方
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提
高消费便利性和居民生活品质。日前，北京全
时便利店发布的一则停业通知一石激起千
层浪，疫情过后，便利店行业是否安
好，
如何走得又稳又远？

“疫”
浪淘沙沉者为金 优化经营强者为王

便利店
“疫”后崛起有路可循
小微企业逆势发展的“肃宁样本”
■ 本报记者 李子晨

■ 本报记者 王旭光

政策优化
关店潮何来？

同时，电商指数低的城市企业存活率仅为
63.2%，
随着电商指数的增加，
存活率增加
5 月 11 日 ，北 京
疫情下的“草根”小微企业原本是最脆
到 70.2%，与此同时，存活的企业增速也
Ourhours 全时便利店发布
弱的企业群体，但在加速拥抱数字化转型的
更快，
营业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从 5.29%
停止营业告知函称：
“ 全时便
河北省肃宁县，情况却大不相同。每天傍
上升到 5.82%。
利店北京区域所有门店将于
晚，肃宁县河韩路就会变得异常忙碌，面包、
此外，
对于线下初创企业，
随着
2020 年 5 月 20 日 24 点 0 分结束
三轮、电动等各式各样的快递车辆经常把这
电子商务指数的增加，存活率从
经营……并对全场商品进行 6-7
条通往韩村的主干道堵得水泄不通。
63.8%提高到 70.5%。对于存活
折销售（不含香烟）。”通知还提到全
韩村是肃宁县第一批“淘宝村”，村民李
企业，
电商发展好的城市线上和
时便利店储值卡、会员卡余额及积分
长勇经营的般若师渔具店的淘宝销量常年
线下企业营业收入普遍比发展
相应的处理办法。但随后，该消息很
名列前茅。得益于线上电商运作经验，在今
落后的城市增速快，说明电商
快被发布者删除。
年疫情期间，韩村渔具产业依然逆势增长，
发展对线上线下企业的成长
当天下午 14 时左右，记者来到北京
销往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都有促进作用。
南三环某全时便利店，该便利店门上除几
像韩村这样的淘宝村，肃宁县一共有 15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
张正确防疫的宣传海报外，并未张贴打折
个，淘宝村 99%的人都是家庭作坊式地经营
研究中心主任甘犁表示，
或停业的通知。
电子商务，绝大多数都是小微企业，甚至“草
疫情会加快信息技术的
经询问，该店的一位女店员对国际商报
根”家庭创业。通常来说，面对疫情这样的
广泛使用，加速中国数字
记者表示“你不用看网上那些，我们店商品
外部冲击，小微企业抵抗力较弱。但电子商
化进程。这不仅为小微
还是正常售卖的”。而店里另一位男店员则
务蓬勃发展的肃宁县，却在疫情期间展现出
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机
补充道
“就是不再是 24 小时营业了”
。
了巨大的经济韧性。
遇，而且对社会和经济
当记者再次询问店里目前是否有什么优
肃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电子商务办公
发展也将产生深远的影
惠活动时，女店员表示，店里的商品现在满
室日前对记者介绍说，疫情期间，肃宁县的
响。
“如四川省若将电
100 元可打六折。但记者在店内并未看见明
渔具、文化衫等产业仍实现逆势增长。即便
商发展水平从中等提
显标示或通知，并且货架上部分商品已经缺
疫情对复工和物流产生影响，今年前四个月
升到最高水平，每年将
货。
肃宁县共在电商平台卖出 2400 万单，而去
新 增 创 业 企 业 约 12.6
然而，5 月 12 日 16 时，记者再次来到该便
年全年仅 4500 万单。
万家，将增加 50.4 万就
利店时，发现店内只剩抢购一空的货架和四五
肃宁的案例给扶持小微企业发展提供
业人口。
”
位排队结账的顾客了。之后有陆续进店的顾
了关键经验——在数字化的助力下，小微企
由于数字经济对
客发现已无商品可买，
都略显失望地离开。
业活，则社会经济活——而这也是 5 月 14 日
草根家庭创业，以及经
但近日，全时便利店的后续公告又有所调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
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
整，
何去何从，
仍未可知。
心和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数字经济助力
家庭创业帮助更大。因
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品牌连锁便利店发
小微企业创立与成长》的报告结论。
此，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展，北京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便利店发
《报告》指出，2019 年全国小微企业数达
也有望成为加快西部经
展的政策措施，品牌连锁便利店的队伍迅速
7108.8 万家，提供了超过 2.6 亿个就业岗位，
济发展、缩小东西部区域
发展壮大，但仍有邻家、131 等便利店相继关
吸纳了全国近 34%的就业。在千万级的小
发展差距的关键抓手。
门。政策环境日益优化，为何仍有便利店相
微企业中，借力数字经济，对提升家庭创业 “数字经济在中国经济发
继败北？
活力、促进机会型创业，以及对“草根”家庭
展中的作用增强，在提升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常务副秘
创业的帮扶作用日益显现。同时，数字化能
家庭创业活力、促进企业成
书长王洪涛表示，任何一个行业在这次疫
提高企业存活率，并有效促进企业成长。
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预
情中都不能独善其身，但全时的问题是一
数据显示，
电商指数从低到高，
三线及以
防贫困等方面将发挥巨大推
下城市创业比重由 5.4%上升至 9.5%。与此
动作用。
”
甘犁总结道。

个非常特殊的个案，并非便利店行业的普遍问
系，
量力而行，
不能操之过急。
题。
“CCFA 做过行业一季度销售情况的调查，有
此外，差异化经营才能让便利店企业更有
增长不错的，也有下降的。从 4 月开始，行业的 “温度”。
“ 缺乏差异化经营的便利店，在服务不
销售已经在稳步回升。也就是说，便利店行业还
同区域、不同人群时会‘水土不服’。要根据门
是比较有抗风险能力的。
”
店位置、覆盖人群等不同特征设计店型，实现真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流通创新与消费
正的个性化零售。只有充分满足消费者的个性
促进处负责人牛宜斌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
化消费需求，做到连锁不复制，千店千面，通过
时也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便利店以极强的
有温度有真情的服务，与消费者产生持续互动，
韧性和活力，在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保障民
才能在带来客流的同时收获巨大的经济效益。”
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企业出现经营困
牛宜斌特别指出，有实力的便利店要加大自有
难甚至闭店，属于正常现象，符合市场经济优胜
品牌开发力度，以差异化竞争优势谋取长远可
劣汰的基本法则，
但应该说是个案。
持续发展。
牛宜斌进一步解释道，便利店由于其接近消
便利店行业看似门槛较低，但若要取得长足
费者、消费频次高的特点，被各路资本、互联网创
发展，特别是受到疫情不同程度的影响之后，
“组
业者所看重。但与此同时，便利店行业也是典型
合拳”
必不可少。
的高投入、低盈利行业，管理需要专业知识，盈利
“便利店行业是有门槛的，这个门槛不是钱
需要精细化运营能力，扩张需要大量资金，大多
的门槛，而是心智和专业的门槛。疫情带给了行
数便利店在市场培育初期都要经历较长的亏损
业销售上的打击，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助推了企
期。
业现金流管控能力、应急能力、供应链能力、数字
“一些便利店企业希望通过快速扩张形成规
化能力等方面的全面升级和迭代。”王洪涛指出，
模优势，以求快速占据市场，而自身在商品管理、
疫情过后，不是重新回到以前，而是开启一段新
供应链管理、店面管理、人员管理等方面尚未形
的未来。移动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科技飞速发
成成熟模式，同质化问题也比较严重。伴随规模
展，消费者不断变化，这对便利店从业者提出了
的不断扩大，运营管理能力的短板、资金抗风险
更高的要求，要有应对变化的意识和能力；同时，
能力的羸弱等都为企业发展带来了巨大隐患。” 要看到自身各方面能力所处的阶段，要做到量力
牛宜斌说道。
而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商品力、营运力、供应
链能力、数字化能力等便利店核心的基本功仍然
路漫漫
是重中之重。
同样，牛宜斌也认为，企业要努力提升精准
便利店如何求索？
化营销和精细化管理水平，在构建智慧化供应
链、加速库存周转、提高资金效率等方面下足功
“近年来，在传统实体零售业普遍进入慢增
夫，及时对顾客消费习惯、需求、行为规律等信息
长之际，
‘ 小而美’的便利店在我国却逆势增长，
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据此调整商品品类、优化
在实体零售领域可以说是一枝独秀。”牛宜斌如
商品结构。
此表述。
正如邻几便利店董事长刘忠建在其朋友圈
可以说品牌连锁便利店的发展在全国范围
所写：
“便利店需要优秀的团队、资本及技术的融
内已经迎来了政策的东风，好风凭借力，便利店
合、精耕细作、专注及长期坚守。个案不代表行
企业应如何抓住机遇，稳步发展？在牛宜斌看
业，大部分便利店企业 5 月的销售额已超过去年
来，首先，企业要加强政策研究，用足用好政策
同期。我坚信，中国便利店 20 年黄金期刚开始，
“大礼包”会对企业发展产生事半功倍、借力扬帆
未来定会有多个店铺数量超过 3 万家的中国本
的效果；其次，企业要确立明确的发展目标和路
土便利店品牌出现。
”
径，稳步拓展，特别是要把握好效益与速度的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