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 在濉溪县四铺镇新庄村花卉基地内，工人在进行花卉管理。 近年来，四铺镇积极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引导当地农民发展特色花卉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通讯员 万善朝 摄

产品“触网”助增收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李莹

“公司最早是做民族服饰的，客户通过网
络订制自己喜爱的服装， 我们再进行订单生
产。 去年，我们又把汉服列为业务重点，打造
‘汉风十里’品牌。 ”日前，记者来到濉溪县濉
溪镇新经济产业园内的安徽小花褂服饰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进行采访，公司负责人任杰说，

“小花褂”是一家跨境电商企业，2017 年正式
入驻园区后，企业发展规模越来越大。

濉溪镇新经济产业园现有 65 家小微初
创企业入驻，电商企业占 77%，其中从事跨境
电商的企业有 5 家。 2021 年，园区产值达 3.5
亿元，其中电商销售额约 2 亿元，跨境电商销
售额约 5000 万元，年销售额千万元以上的企
业有 8 家，累计带动就业 1100 人。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为企业减免房租、

提供资金支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等举措，应
对疫情挑战。 ”该园区党支部书记王建强告诉
记者。

随着电商产业发展， 越来越多的濉溪农
产品也早早“触网”。今年 3 月 8 日，由濉溪县
商务局主办、 该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承
办的“三八”妇女节直播主题活动正式开始。
濉溪县孙疃镇的黑糯玉米、临涣镇的牛肉酱、
百善镇的西瓜酱、 四铺镇的玫瑰花茶等一系

列特色农产品在直播间与观众见面， 得到了
网友的广泛赞誉。

记者从濉溪县商务局获悉， 该县利用濉
溪电商公共服务平台，2021 年举办电商应用
知识普及培训 12 期，培训农村青年、回乡大
学生 、贫困户 、村干部 、致富带头人等 1141
人；举办直播电商实操班 2 期，培训 90 人，创
业就业转化率达 30%。

结合乡村振兴工作 ， 濉溪县推广 “电
商+基地+合作社+农户” 利益联结模式，签
订产品收购协议 ，收购农户产品 ，带动农户
增收。 近年来，该县培育了 4 个年网销额超
100 万元省级农村电商品牌 ，培育了 “五沟
香 ”富硒米 、“顺军 ”黑糯玉米等 “安徽好网
货”品牌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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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枞阳县积极培育电商主体，打造直播平台，完善物流网络，
以农村电商快速发展助力产业振兴、农民增收———

··一线探访··

线上助力，“土疙瘩”变“香饽饽”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方盼亮 方千

枞阳县强化政策支持，完善基础设施，加
快推动农村电商发展，形成了电商主体带动、
农民积极参与、 快递物流保障的良性发展局
面。近年来，该县荣获了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省政府激励真抓实干（农村电商
发展） 成效明显县和全省农村电商提质增效
工作示范县等称号。

龙头带动 产销无缝对接

“散养好土鸡，纯粮喂养 300 天，炖汤只
放盐！ ”4 月 18 日，在枞阳县枞阳镇五一村，
伴着阵阵鸡鸣声，一场“土味”十足的散养土
鸡销售直播正在进行中。 主播与网友热情互
动，成交的订单不断攀升。

“这是我们的土鸡养殖基地之一。 这几
天，直播团队平均每天能帮助基地卖出 1000
多只土鸡。 ”蟹之都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陈陶
胜告诉记者。

成立于 2014 年的蟹之都贸易有限公司，
如今是枞阳县电商产业的领军企业， 主营地
方特色农产品。

“一开始，我们也是以实体店销售为主。 随
着电商产业兴起，我们抓住县里发展电商的政
策机遇，果断进入电商行业，企业发展规模迅速
壮大。 ”陈陶胜说，他已将枞阳大闸蟹、禽蛋、白
茶、土鸡、蜂蜜等特色农产品“搬”到了京东、淘
宝、抖音等电商及直播平台销售。 2021年，蟹之
都贸易有限公司累计销售农产品超过1.7亿元。

“枞阳县推动农产品‘触电’，让特色土货
通过网络销售、 直播带货等方式销往全国各
地，让‘土疙瘩’变成‘香饽饽’。 ”枞阳县商务
局副局长施利中告诉记者， 该县抢抓 “互联
网+”发展机遇，扎实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推
动实施“电商枞阳”服务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工
程，着力打造电商强县。

截至目前， 枞阳县已发展各类电商主体
3000 余家，从业人员 1.2 万余人，电商交易额
连续 4 年以 30%以上速度增长，培育出了“蟹
之都” 等年网销额千万元以上的规模电商企
业 6 家，年网销额超百万元的电商品牌 7 个。
该县还打造了“小枞”“e 见枞情”等农产品区
域公共品牌，涵盖大闸蟹、米面、葛根粉等 20
多种农产品，推动了产销无缝衔接。

今年疫情期间， 枞阳县电商龙头企业不
仅开展了多场直播助农活动， 而且在解决物
流问题等方面优势明显。约一个月的时间里，
仅蟹之都贸易有限公司就通过网销、 直播带
货方式助农销售农产品 20 余万单，累计销售

额 1000 余万元。

人才孵化 打造网红主播

“我家农场里的桃花、油菜花全都开了。
这个时候，我们农民都要把种子、化肥这些农
资安排好，不能误了农时。 ”近日，在枞阳县白
荡湖村， 种植大户施祥龙站在自家的稻虾田
边，录起了抖音。

多年前，施祥龙不幸患上尿毒症。为了帮
其治病，家中倾尽所有，欠债 10 余万元。 那
时，他的两个孩子还在上学，生活十分窘迫，
是周边有名的贫困户。

2016 年， 身体逐渐恢复的他流转土地尝
试稻虾共养，虽获丰收却遭遇销售难题。 经过
枞阳县商务局的牵线搭桥，施祥龙参加了电商
培训， 认识了陈陶胜等一批优秀电商人才，并
在他们的帮助下成功解决了大米销售问题，并
注册了“施祥龙”稻虾米品牌。 产品销路打开，
农场规模也不断扩大。 如今， 施祥龙不仅有
600 余亩虾稻田，还种了 400 多棵桃树、100 多
棵葡萄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致富能人。

近年来， 枞阳县聚焦电商新业态， 实施
“千人农村电商”大培训等系列行动，累计举
办电商专题培训班 270 余期， 培训人员 1.7
万余人次。 同时打造网红直播基地，组建“村
播学院”，孵化本土网红 20 余名，培养直播带
货从业人员 1000 余人。该县还组织开展网络
带货主播大赛、电商直播大赛等活动，一批优
秀带货主播快速成长。

“直播带货、网上销货，这是新农活，要学
会、用好。 ”施祥龙不仅成为了一名新农人主
播，他还常常带着女儿、女婿一起直播。 他的
抖音号发布作品 370 个，累计获赞量超 9 万。

和施祥龙一样， 在春季繁忙时节仍不忘
录抖音、开直播的还有“蜂农”王高生。 今年
59 岁的王高生养蜂近 40 年。 如今，他不是在
蜂箱前给蜂农传授养殖经验， 就是在直播间
里直播卖蜂蜜， 几乎每一场都能卖出价值一
两万元的蜂蜜。

王高生是枞阳县高生源蜂业有限公司创
办人，他凭着敢打敢拼的劲头和对电商直播的
精准把握，从一名普通的养蜂人发展成为远近
闻名的产业带头人，共带动 400 多名农户养蜂
致富。 2021 年，他的“高生源”品牌蜂蜜在各电
商网销平台累计销售额 2000 多万元。

茶叶上市季，也是枞阳县首届“杰出电商
直播带货达人” 汤文通最忙碌的时候。 连日
来，他通过抖音号开展直播抗疫助农活动，平
均每场都能为茶场带货几十单。

“电商带来的红利让农民尝到了甜头，我
们顺势而为，将农民培养成主播、网红，既能

够卖货，也加强了对枞阳农产品的宣传。 ”施
利中告诉记者。

快递进村 农村物流提速

近日， 在枞阳县浮山镇向阳村 “快递进
村”综合服务站，站点负责人施红胜除了帮前
来取件的村民查找包裹， 他还趁着间隙开展
带货直播。

“站里除了快递包裹，还设置了枞阳特色
农产品展示区，主要就是直播带货时给网友们
展示用的。 ”施红胜告诉记者，站点不仅每天收
发100多件快递，站内的义津排子面、项铺生腐
等30多个品种农特产品，也会随着网络直播销
往全国各地，年销售额达到五六十万元。

2020 年 9 月，中国邮政枞阳县分公司和
该县境内 9 家民营快递企业合作，采用“邮快
合作”模式推动快递下乡进村，并打造“快递
进村”综合服务站。

“邮快合作”模式启动后，各家快递企业只
需将快递包裹送至县城的“快递进村”邮件共配
中心，邮政企业会统一分拣派送到各乡镇，再由
乡镇分拣派送至各村，由此化解了各快递企业
在乡村布点的难题。 2021年，枞阳邮政共投递
进村邮件 269.87万件，代寄邮件 5.21万件。

“以前，农村老百姓在网上买个东西，要
跑到镇里甚至县里才能取到快件。 现在有了

服务站，在家门口就能收件，大大提高了大家
网购积极性。 ”施红胜告诉记者，物流的畅通
不仅方便了农民，也方便了自己直播带货。如
今，“快递进村” 已经培养了一批像施红胜这
样的“带货主播”站主。

快递进村，提速农村物流。 目前，枞阳县
已建设完成了 218 个 “快递进村” 综合服务
站，实现行政村全覆盖。

“邮快合作”创新模式，是枞阳县、乡、村三
级物流配送体系进一步完善与整合的成果。近
年来， 该县已建成面积 2000 平方米的县级物
流配送中心， 改造升级了县电商公共服务中
心、农产品电子商务供应链运营中心。同时，把
直通产业园区的物流路作为农村公路修建的
主攻方向，立足该县蜂蜜、茶叶产业等特色产
业园区，实施“公路+园区”工程，配套建设产业
路、园区路。 通过不断建设、优化、整合、共享，
枞阳县打通了农村电商发展的物流瓶颈，解决
了“土货”出村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有力促进
了“工业品下行、农产品上行”融合发展。

茶企“云”上闯新路

■ 本报通讯员 丁瑶 本报记者 徐建 阮孟玥

“天然含硒的茶，石台硒茶，天生一方好茶。 ”4 月 18 日，在
第十九届安徽石台茶叶节当天，天方茶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郑孝和通过线上直播，向网友推介茶叶。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石台县茶业企业越来越注重线
上渠道的拓展，天方茶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线上线下“两条腿
走路”的销售方式，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今年我们通过直播带货，将很多线下的潜在顾客发展成
线上客户，同时增强代理商的线上线下联动，增强服务。 ”郑孝
和告诉记者。

茶产业是石台县农业主导产业和县域经济支柱产业。 近
年来， 该县茶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产业规模逐步扩大。 2021
年，该县茶园总面积 12.3 万余亩，产量 5610 吨，硒茶产业综合
产值近 10 亿元。

今年，石台县茶叶产量和销量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在该县
小河镇尧田村，茶叶收入和产量比往年减少了三分之一。 除此
之外，采茶工的短缺也是当下面临的又一难题。 对此，尧田村
“两委”正在积极想办法化解危机。

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胡志坚告诉记者：“村里首先
明确帮扶单位，定点帮扶茶叶销售。同时通过网络平台，大力推
动电商销售。 这次茶叶节活动也是一个契机，村里利用‘云直
播’平台，宣传销售当地茶叶。 尧田村今年春茶产量约 1.5 万公
斤，通过这些举措，预计能够挽回损失 80%左右。 ”

今年， 石台县茶叶可采摘面积 8 万多亩， 预计产量达到
4500 吨。 石台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我们鼓励并帮助
茶企对接电商平台，积极拓宽销售渠道。同时，依托各地电商网
点，以‘线上找销路+线下快递配送’的方式，打通茶叶销售“最
后一公里”。 目前，通过电商平台的直播带货等活动，已经帮助
茶企减少损失 1 亿多元。 ”

多措保畅强服务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张珍

“44 盒红糖姜枣茶发往广州、1 包金银花藤干叶发往杭州、
2 盒玫瑰花茶发往大庆……”4 月 25 日上午， 在位于亳州市谯
城区华佗镇的安徽养中和药业有限公司仓库内，工人们正按照
订单信息备货打包。

“受疫情影响，我们近期销量有所下滑。但只要收货地不是
疫情管控区域，发货完全是正常的。”企业负责人韩朝阳告诉记
者，发货前严格落实防疫政策，所有货物都经过严格的消杀程
序。 每天下午，与公司长期合作的邮政快递、韵达快递的收件
员，就会直接上门拉走包裹，发往目的地。而进货渠道则因为有
了“通行证”，之前滞留的包材等原料都顺利送入厂里，保证企
业正常生产。

亳州市邮政管理局办公室负责人刘虎诚向记者介绍，该市
要求全市快递企业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组织快递从业人员
定期进行核酸检测，采用全自动消杀设备做好收发物品的消杀
工作，同时配备智能快递箱，进行无接触配送，筑牢快递业疫情
防控安全屏障。

为了保障快递业物流畅通，邮政部门抽调专人在亳州南高
速出入口值班，负责查验快递车辆的“安徽省重点物资运输车
辆通行证”和车上人员的“两码一证”，保障车辆快速通行，物流
正常运转。

在保障寄递渠道通畅的同时，疫情期间，亳州快递业还通
过降低快递服务价格、融入企业生产环节等措施，积极助力中
小微电商企业发展。 近期，由亳州市快递协会牵头，邮政快递、
中通快递、申通快递等各大快递企业在市场价的基础上，每件
再下调 0.1 元至 0.2 元，进一步降低中小微电商企业成本支出，
并提升物流服务质量。

亳州市快递业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充
分发挥产业优势，创新发展“快递+花草茶”模式，连续 3 年被
评为“全国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金牌项目”。 今年一季度，该市快
递业务量完成 6845.55 万件， 同比增长 65.83%， 增速全省第
一，其中花草茶寄递量达 3900 万件。

培育龙头促发展

■ 本报记者 柏松

“今天配货特别忙，通过电商平台发往河北、江苏等省份的
淮南牛肉汤订单就有 2300 多个。 ”4 月 25 日，淮南白蓝集团电
商总经理周静一边安排货物消杀，一边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淮南市不断培育壮大电商经营主体，扩大网络
销售额，提升农村电商发展水平，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为
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该市大通区孔店乡欢灯村是远近闻名的省级电商示范村，
疫情期间，村里的电商平台除了线上销售农产品，还在线下提供
缴费和配送服务，为居家隔离的群众提供蔬菜等生活必需品。

随着“电商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持续
推广，淮南市已培育模式项目 6 个，带动当地脱贫户就业增收。
疫情发生以来，该市商务局充分利用电子商务线上销售、单独
配送等方面的优势，发动电商企业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配
送供应。

今年，《淮南市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2-2023
年）》正式实施。 该市积极组织电商企业参加“2022 年全国网上
年货节”及阿里巴巴、美团优选等平台促销活动，助力本地特色
农产品上行。

日前，记者走进寿县小甸镇杨圩村电子商务服务站，映入
眼帘的是一排排摆放整齐的特色农产品。

“我们主要销售当地产的虾田大米、土鸡蛋等特产，产品销
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村电商服务站负责人张宇一边熟练地
处理网上订单，一边告诉记者，电商服务站属于村集体，为村民
提供农产品上行服务，在增加村民收入的同时，也壮大了村集
体经济。

通过推进 “快递进村”， 淮南市进一步畅通了农村寄递网
络，全市 794 个行政村基本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 今年一季
度，该市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线上商品零售额 1.7 亿元，同比增
长 29.4%。

4月 26日，枞阳县蟹之都贸易有限公司主播正在网络直播销售禽蛋、土鸡等农产品。
本报通讯员 王章志 本报记者 刘洋 摄

荩 4 月 23 日拍摄的宿州市埇桥区西二
铺乡蔬菜大棚。埇桥区作为全省“十大菜篮
子”之一，近年来不断完善从优质种植、科
学管理、 绿色防控到销售、 加工的操作规
程，建立全程技术标准体系，做强编大“菜
篮子”，产品畅销全国。

本报通讯员 张成伍 摄

产业发展促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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