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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宁陵第十二届酥梨采摘节

AⅠ·27 河南 活动

宁陵县：
“农产品+电商”模式
助力梨农打开致富大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何为 吕忠箱 文图

“电商+扶贫”模式为脱贫攻
坚架桥铺路

梨农与硕果

称重、装箱、封口……9 月 12 日上午，在宁陵县石桥镇刘花桥村的梨农们熟练
地将酥梨分拣打包装箱，确保晚上 7 时准时将酥梨发往全国各地。据了解，该县
电商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引爆期，并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电商模式，不仅壮
大了农业发展，惠及了村民，更是推动了宁陵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电商引爆“互联网+”新
时代
9 月 12 日上午，大河报·
大河客户端记者来到宁陵县
科创电商产业园，只见物流区
内几十名工作人员忙着分拣
快递，快递车来来往往，好一
派忙碌的景象。
“我现在有十几个员工，
共有四家网店，现在每天大概
有三四百单，高峰期时每天有
1000 单以上。”家住石桥镇刘
花桥村的村民刘先照说，其中
每单净利润在 2 元以上。
据刘先照介绍，他是该县
第一批电商人员，在 2015 年
开始探索着做电商，最初在淘
宝上主要以出售酥梨为主，当
时年销售额只有 2 万元；2016
年入驻该县科创电商产业园
并上架了深加工产品，当年销
售额增至 20 多万；2017 年他
又在淘宝上开了 4 个店铺，年
销售额达 270 多万。
同样，也是首批入驻科创
电商产业园的电商运营者吕
国华在淘宝网、拼多多等多个
平台有自己的网店，以销售宁
陵特色农产品和食品为主，一
年销售额近千万。
2016 年 5 月，
科创电商产
业园开始创建。短短一年多的
时间，电商产业园及电商云平
台建设建成，开辟了高效快速
的通道。园区现已入驻优质企
业 55 家，成功孵化企业 50 多
家，
开设天猫、
京东、
淘宝、
拼多
多等平台店铺100多个。
据宁陵县科创电商产业

园负责人董国敬介绍，2016
年，宁陵县领导到河北雄县凤
凰 O2O 箱包电商产业园考察
时，认识了从事电商 10 年之
久的他，在得知他是宁陵县人
时，县领导多次与他沟通，让
其带领团队回宁陵创建电商
产业园，为乡亲们致富牵线搭
桥。就这样，董国敬带着 15
人的电商团队回到了宁陵县，
政府把科创电商产业园整体
委托给他经营。
“去年以来，科创电商产
业 园 辐 射 发 展 网 店 1000 多
家 ，培 训 电 商 学 员 10000 多
人，电商创业就业人员 500 多
人。在销售高峰期仅酥梨一个
产品一天就可达到 2 万多单，
让我很意外的是短短两年多时
间，园区就进入高速发展轨
道。
”
董国敬说，
近年来，
电子商
务开始在越来越多的县域陆续
被列入地方政府工作的重中之
重，
从县域电商的顶层设计、
政
策配套到资源配置，
可以说，
宁
陵县电商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
的引爆期，并形成了具有区域
特色的电商模式。

体的电商品牌节活动。
据介绍，通过电商平台，
该县酥梨每天销售 1 万多单、
销售额 2000 多万元；梨酵素
销售 1.36 万件、1200 万元；梨
膏 销 售 84 万 多 件 、3120 万
元；张弓酒通过电商平台单月
销售额 300 万元；白蜡杆工艺
品销售突破 1000 万元……这
是一份科创电商产业园 2017
年的销售账单，也是一份沉甸
甸的成绩单。2017 年，科创
电商产业园电商交易额突破
一亿元大关。
今年 4 月 10 日上午 8 时
整，宁陵县选取的扶贫助农产
品金顶谢花酥梨在淘宝网“淘
抢购”活动中正式亮相，开始
30 分钟时下单量为 227 件，1
小时下单量为 600 件，仅两个
小时下单量达到了2000多件。
9 月 5 日，河南邮政 919
丰收欢乐购爱心助农活动在
宁陵展开，通过邮政“邮乐网”
电商平台开展线上线下活动，
向全国推广宁陵酥梨，扩大销
售规模，在当天的活动中，共

电商促丰收交易额突破
亿元
宁陵县科创电商产业园
将正式开启大门，举办首届酥
梨电商节，以电商峰会+落地
活动的形式，通过全国媒体、
专家、电商平台、酥梨基地、网
红等多方联动，打造以梨为
媒，融会议活动、经贸洽谈、品
牌推广、旅游观光等方式为一

梨园一景

销售宁陵酥梨 10.8 万单 162
万斤。同时，该县电商产业园
线上线下开展招募活动，线上
利用拼多多、京东扶贫电商频
道、淘宝特色专卖店、阿里扶
贫馆发布宁陵酥梨信息，设立
销售馆；线下招募 100 名电商
扶贫志愿者促销，与 6 家省内
大型商超和水果批发市场对
接，
力促宁陵酥梨销售。
石桥镇党委书记闫云峰
介绍说，该镇共种植酥梨 5 万
余亩，是河南省最大的酥梨集
产区，年产量达 2 亿公斤，年
产值 5 亿元以上。每年该镇
梨农通过微商和淘宝平台可
销 150 多万公斤，通过合作社
和电商平台可销售 2500 万公
斤。大大提高了酥梨销售量，
快速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
据了解，近年来，宁陵县
紧紧抓住建设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这一历史机遇，以申报国
家农业高新区为引领，大力发
展“互联网+特色产业”的发
展思路，仅 2017 年，该县电商
交易额就突破一亿元。

在 2016 年，宁陵县委、县政
府就确定“互联网+特色产业”
的发展思路，将电子商务纳入扶
贫开发工作体系，创新扶贫开发
模式，通过实施“电商+扶贫”模
式，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
进行了引导宣传、技能培训和资
金扶持，有效地解决了农产品销
售难题，
增加农民收入。
同时，构建了邮政农村电商
服务体系等，提升全县电商水
平，培养电商创业者，提升农产
品的附加值，做好电商产业和电
商精准扶贫工作。
据该县园艺站站长郭超峰
介绍，在扶贫助农方面，该县科
创电商产业园积极践行国家电
商精准扶贫战略，通过与多家电
商平台建立业务合作，帮助果农
解决酥梨滞销问题。同时，积极
开发更多电商扶贫模式，整合县
域特色产品、优质品牌、民俗文
化产品等，建立健全上行渠道，
积极推进产业扶贫，助力该县脱
贫攻坚工作。
同时，通过建设公共服务中
心，在全县农村乡镇级、村级推
进电子商务服务站点，完善县乡
村三级电商网络服务体系，打造
特色鲜明、功能多样、辐射力强
的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利用特色
农产品品质优势，借助电商平
台，宁陵县实现本地 50%以上的
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稳定销售，
倒逼推动农业产业升级，激发了
农村经济活力，
助力脱贫攻坚。
目前，科创电商产业园从业
人员 1300 余人；扶持返乡创业
贫困人员 300 多人，对接贫困户
实现农产品上行 35 户，带动贫
困人口就业岗位 500 多个。
宁陵县县长马同和表示：
“将电子商务纳入扶贫开发工作
体系，创新扶贫开发模式，通过
实施‘电商+扶贫’模式，增加农
民收入。将力争在三年时间内，
逐步推进‘一县一品牌’
‘一乡一
产业’
‘一村一人才’等项目的实
施，综合提升宁陵县电商运行水
平，培养电商创业者，提升农产
品的附加值，把电商精准扶贫工
作做好。
”
据悉，2017 年宁陵县组织
部门大力发展互联网企业党建，
成立了河南省首家互联网党委
——宁陵县科创电商产业园党
委，并向下游互联网企业延伸拓
展，用党建引领互联网企业发
展，激活互联网党建工作全局，
积极探索“党建+电商+扶贫”模
式作为贫困户脱贫致富的重要
手段，注重发挥党组织的引导作
用、电商的辐射作用，努力实现
70%以上的贫困群众能够通过
参与电商增收，让“党旗飘起来、
支部领起来、党员带起来、电商
动起来、贫困户富起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