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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伟人故里”韶山市，农村电商风
生水起。

今年以来， 全市33个村都布局了
电商服务网点，物流渠道延伸到村。 5
月下旬， 装修一新的韶山电商孵化园
试运营，本土企业纷纷入驻。

从电商渠道下沉， 到电商企业孵
化，韶山电子商务直通田间地头。

前不久，在浙江义乌举行的2016
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上， 韶山作为全
国电商进农村试点县（市区）参展，组
委会专场推介其模式， 赢得到场专家
高度好评。

突破瓶颈，农产品上线销售
去年7月，韶山市列入全国电子商

务进农村示范试点县（市区）。
农村电子商务如何破题？ 市政府

分析，让农民网购容易，让农产品网销
才是难点。

农产品具有地域性、季节性，标准
化率不高；农村电信、物流基础设施薄
弱。 这些瓶颈， 制约着农村电子商务
的发展。

韶山市已实现4G光纤全覆盖，
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178个， 发展农

村电商基础较好。
推动电商进农村， 市政府引进

湖南信网天下传媒公司， 搭建韶山
购电商平台， 扶持湘韶田园、 众推
荐等农产品电商； 依托邮政快递、
大热门连锁超市， 在每个村开办电
商运营点。

湘韶田园网运营商谭永红， 一
直在广东开餐饮连锁店。 他把韶山
的农产品导入线上销售， 同时在广
东的12家酒楼开出体验店， 顾客可
品尝， 餐厅有实物， 网上可下单。

眼下， 湘韶田园网已与23家合
作社签约， 韶山出产的蔬菜、 水果、
肉禽蛋等农产品， 源源不断网销南
粤。 近3个月， 湘韶田园网仅蔬菜销
售额就超过100万元。

“农产品上线销售， 政府要抓
好标准化生产和溯源体系建设。” 韶
山市市长段伟长称， 网销农产品，
出了问题可追溯， 才能确保质量安
全。

孵化电商，32家企业入园
电商进农村，企业是主体，人才是

短板。
为了孵化电商、补齐短板，韶山市

用好国家项目资金， 市财政每年配套
500万元，创办电商孵化园，扶持电商
发展。

在韶山乡竹鸡社区， 电商孵化园
装修一新。产品交易展示中心、电商公
寓、众创空间、掌柜孵化中心，各项功
能设施齐全。本土企业只要有创意，即
可拎包入驻、孵化电商。

毛家食品公司原有的天猫旗舰
店，长期聘请电商服务公司代运营，销
量做不大，成本却不小。 如今，公司组
建电商部，率先入园孵化。

入园以来，在专业团队帮助下，毛
家食品网上旗舰店焕然一新， 优化关
键词和视觉呈现，运用直通车推广，产
品加贴二维码，成交额直线上升。电商
部负责人郭戈信心倍增， 今年公司网
上销售力争突破1000万元。

湖南坤盛实业公司开发的木纤
家纺，拥有多项专利，网上销售却不
温不火。 入驻孵化园后，专家指导公
司开发系列产品， 策划优惠活动，销
售来势喜人。

资源集聚、信息集散，让电商孵化
园充满魅力。 四清种养合作社通过电
商孵化，成功对接华润万家超市，从此
土鸡不愁销路。水如馨瓷器、三旺食品
等公司入驻孵化园， 配送搭上邮政快
递车，物流成本节省50%。

助推旅游，
挖掘六要素潜力
韶山是全国红色旅游优质

景区。如何发挥电商优势，让红色旅游
叠加绿色旅游，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

市里规划，3年内， 韶山景区实现
网上推广、网上购票，配套服务网上下
单，充分挖掘旅游产业链六要素潜力。

信网天下的网上平台主推农家
乐、乡村游，实现游客到韶山，吃、住、
行、游、购、娱“一网通”。

3月份以来，配合韶山景区交通换
乘，信网天下公司每天派出30多名技
术人员，深入商铺、餐馆、农家乐，挨家
挨户开展电商培训。

贺大娘土菜馆的饭菜口味好、价格
实惠。公司技术员唐江华把精致菜品拍
照，搬到网上开微店，手把手教贺大娘
开通微支付。 如今，50多岁的贺大娘每
天网上接单，营业额增长20%左右。

在吃、住、购等薄弱环节，韶山市
加大电商推广力度。毛家饭店、爱韶纪
念品、红色记忆城等133家店铺，在网
上招引“粉丝团”，生意越做越红火。

“电商促旅游升级，把农产品变成
名优特商品，实现一三产业融合，焕发
出勃勃生机。”省商务厅专家调研时这
样评价。

陈永刚 曾迪

备受市民关注的长沙地铁1号线
将于6月底开通，6月12日上午， 长沙市
轨道交通集团组织省会媒体走访1号线
的3个特色站———黄土岭站、 省政府站
和尚双塘站，提前探秘其独特魅力。

走进黄土岭站，第一感觉是宽敞明
亮。“没错，它是整个1号线最宽的一个
站。”长沙地铁1号线建设公司总工程师
蒋华春介绍， 一般地铁站的宽度为20
米， 而黄土岭站最宽处达到了34米，之
所以这么宽，是因为该站除了南往北和
北往南两条轨道外，在车站东侧还建设
有一段145米长的停车线，假如今后地
铁在运行时出现故障，地铁列车可以到
停车线临时停靠，而不会影响到线路的
正常运营。黄土岭站还是1号线与4号线
的“十”字换乘站，1号线在上，4号线在
下。为了满足换乘站、停车线设计，黄土
岭站比一般地铁车站更宽、更深，工程
量和施工难度也更大。

从黄土岭站往南，记者来到了省政
府·清风站， 这是长沙地铁精心打造的
第二个廉政文化主题站， 是橘子洲·青

莲站的升级版。省政府·清风站围绕“清
风雅韵、廉脉绵延”主题，以站厅公共空
间为依托，将湖湘廉政文化与审美艺术
相结合，综合运用了浮雕、篆刻、剪纸、
皮影戏、版画等艺术形式，车站站厅层
以“湖南红色廉政文化”为主题，展示了
湖南红色廉政文化与廉政名言，并在两
侧分别设计了“湖湘先贤”以及“山水洲
城”雕塑墙，让乘客在站台通行或候车
时，也能品读廉洁文化，感受湖湘文化
的雅韵。

继续往南， 到了长沙地铁1号线一
期工程终点站———尚双塘站，这也是长
沙地铁1号线的唯一一座高架站。 为什
么这个站要建在地面上？ 蒋华春介绍，
这是由于1号线车辆段选址地势较高，
为了使尚双塘站和车辆段之间的线路
不至于太过陡峭， 同时减少土方开挖
量， 所以将终点站设计建设成了地面
站。乘客由中信广场站行驶至尚双塘站
时，可在高架段饱览窗外的风景。

据悉，1号线一期工程全长23.55公
里，共设车站20座，包括地下站19座，
高架站1座，其中换乘站共7座。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彭
雅惠 通讯员 宋超 ）今天，省统计
局发布数据，5月份，我省全社会用
电量107.24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
0.9%，与上月相比，降幅收窄1.5个
百分点。

第一、三产业及城乡居民生活
用电保持较快增长。 其中，全省第
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1%，第三
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5%，城乡居

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增长7.9%。
第二产业用电量受工业用电

影响，同比下降5.1%，这是自2015
年9月份以来连续第9个月下降，但
降幅较上月收窄了2.4个百分点。

从地区来看，5月份， 全省14个
市州全社会用电量增速上升和下降
的各占一半。其中，邵阳用电量同比
增长14.9%，增幅居全省之首；常德
用电量下降最快，降幅达33.6%。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刘
勇 通讯员 周建梅）湖南林业正筹备

“卖空气”， 并力争在2020年打造出
年销售额过10亿元的企业集团。 这
是记者今天从省森林康养发展规划
座谈会上获悉的消息。

森林康养是指依托优质的森林
资源， 将医学和养生学有机结合，在
森林里开展康复、疗养、休闲等一系
列有益人类身心健康的活动。林业专
家介绍， 这里所谓“优质的森林资

源”，主要指清新“养人”的森林空气，
以及赏心悦目的森林景观等。

过去，人们说起森林资源一般只
想到树木，经营森林就是造林、砍树、
卖钱。 与会专家认为，现在人们对身
体健康越来越重视，而森林康养是应
对“亚健康”的最好办法之一：林间空
气富含负氧离子， 可以调养身体机，
甚至治病。在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
国家，森林康养产业正迅速发展。 相
比较而言，我国的“亚健康”人群比例

更高，森林康养潜在需求更大。
省林业厅透露，从总体上看，我省

目前森林覆盖率达到59.57%，远高于全
国21.66%和全世界31.8%的平均水平，
发展森林康养产业具备明显优势。 而
且， 我省现有的208个国有林场已在全
国率先基本完成改革，依托这些资源发
展森林康养产业，不但可以避免林权纠
纷，而且还具备相当好的人才优势。

据悉，2012年，我省即建立了全
国第一个由政府、企业、医疗机构合
作打造的森林康养基地———湖南林
业森林康养中心。今年4月初，北大未
名集团在长沙宣布， 将在湖南投入
30亿元，发展森林康养产业。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江钻） 经过20天抢修，
平汝高速K409公里处的滑坡路段，
于12日晚恢复单幅 （南往北） 双向
交通。 记者从省高速公路管理局获
悉， 目前该路段的北往南方向车道
仍在积极抢修中， 来往车辆通行时
请减速慢行。

5月22日18时5分， 平汝高速
K409+040至K409+110右幅路基因
连续降雨引发山体滑坡， 塌方量约
为3万立方， 导致该路段左幅桥梁四

孔上部结构被水平推移， 最大位移
处2.3米， 双向交通阻断， 未有人员
伤亡。

5月23日15时21分， 事故地点
开始实施全封闭施工。 6月11日， 工
作人员通过桥梁静动载试验检测证
明， 抢修后的滑坡路段高架桥受力
状态满足通车要求， 可以恢复南往
北方向 （汝城至炎陵方向） 单幅双
向交通。

� � � � 网点延伸到村， 企业入园孵化， 韶山推动电子商务
进农村———

电商直通田间地头
经济视野

5月我省用电量仍未“转正”
全社会用电量降幅收窄，第一、三产

业及居民生活用电保持增长

平汝高速滑坡路段恢复交通

卖树转向“卖空气”
湖南发展森林康养产业前景广阔

宽敞明亮“廉风”扑面
———探秘长沙地铁1号线3个特色站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周月
桂）2016年湖南省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
决赛今天在湘潭大学举办，500支大学
生“创客”团队带着他们的电商项目参
赛。 电商业内专家指出，大学生电商创
业，应着眼小处创新，注重落地。

活动由省商务厅、省教育厅主办，
湘潭大学、 长沙市电子商务协会承
办，此次大赛同时也是第六届全国大
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
战赛湖南省选拔赛。 来自湘潭大学的
脚丫工作室、 湖南商学院的青年E农
人团队、 长沙师范学院的风暴团队、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的当橙子遇上橘
子团队等，都带来了各具特色的电商
项目，如知心APP、农家云服务平台
等，让人们看到了大学生“创客”的热
情与创造力。

“在电商领域，大学生创业创新的

氛围越来越浓，”专家评委、爱尚通程
网上商城CEO唐振华认为， 电商大赛
是大学生进入社会前的重要实践，要
求大学生们形成完整的项目方案。 比
赛现场，一些生活服务、农产品溯源、
养老服务等类型的项目有一定的市场
空间，下一步可进行社会化的孵化。

不过，唐振华也指出，大部分创
业方案还不够成熟， 方案雷同较多，
模式上的创新不够，技术上没有形成
壁垒，风险控制也不充分，对前景过
于乐观。

“不要动不动就做平台做APP。 ”另
一名专家评委、湖南竞网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陈花认为， 大学生资源、能
力有限， 应该进行小角度的创新创业，
可以依赖大平台创新创业，或者依赖传
统产业，在销售、营销甚至生产环节进
行电商创新，落地性会更强。

大学生“创客”角力电商大赛
专家指出应该更注重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