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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电子商务助推羽绒产业辉煌“井喷”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邱学明 李玲

2013 年，光山县电商销售额 5000
万元，2014 年销售额直越 10 亿元。

2013 年，光山县电商从业人员不
足 100 人 ，2014 年 从 业 人 员 已 达 到
5000 人。

2013 年，光山县电商销售羽绒服
不足 30 万件，2014 年可望销售 1000
万件。

2013 年，光山县物流公司 20 家，
2014 年已达到 29 家。

2013 年，光山县物流公司日出单
量 10000 票，2014 年日出单量已达到
100000 票。

2013 年，光山县韵达公司日出单
量不足 3000 票，2014 年日均 8000 票，
双“十一”达到 60000 单，11 月份出单
量在全省韵达 48 个公司中排列第三
位，超出很多市级城市月出单水平。

……
一组喜人的数字，见证的是一年

来光山县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
展望 2015 年电子商务发展前景，

光山县委县政府信心百倍，豪情万
丈。

将 继 续 抓 好 培 训 ，再 培 训 3000
人，培养骨干电商人员 1000 人，使全
县电商从业骨干人员达到 2000 人，形
象网店达到 4000 个。

将 销 售 羽 绒 服 装 1500 万 件 至
2000 万件，实现销售收入 20 亿元至 30 亿元，稳扎稳
打，夯实基础，创造羽绒电商的新辉煌。

将建好电子商务孵化中心，组织电商、物流、金
融、电信等经营商、服务商 100 家，资源共享，抱团发
展。

将投资 5 亿元启动生活电子商务产业园，实现较
高层次的电商企业、物流企业、服装企业集聚，计划
2015 年完成投资 2 亿元，2016 年建成投入使用。

将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工程，借助财政部、商务
部项目支持，利用“万村千乡”工程示范基础，建设县
级运营服务中心、仓储中心、乡镇服务站、村级服务
点，实现工业产品下乡、农业产品进城，让农民享受
同城里人一样的高品质生活。

将继续加大以链补链工作，打造光山电子商务
的产业链条，强筋健骨，创造光山电商品牌，让光山
电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我从事现场充绒行业 10 多年了，以前
每到这个季节就装载几车原材料出远门充
绒，投资大，风险大。今年，我参加了县里的
电商培训，学会了网上经营，我的网店羽绒服
装销售量目前已突破 10000 件，做生意再不
用背井离乡了。”12月 22日，光山县羽绒大市
场里，店主小余一边忙碌地在网上与顾客洽
谈订货，一边向笔者介绍今年的新变化。

秋冬季节，曾是光山县 10 万充绒大军走
南闯北现场充绒的季节，今年该县部分充绒
户改变传统方式，依托电商平台，用一台电脑
足不出户将羽绒服装卖往全国各地。该县日
均网上销售羽绒服装 7 万余件，县里 29 家物
流公司，生意红红火火，一派繁忙，经常出现
卖货断档的现象。

光山县地处大别山北麓，淮河南岸，全县
近 90 万人，面积 1835 平方公里，属国家级贫
困县。今年以来，该县紧跟时代步伐，县委县
政府积极引导电子商务的应用推广，鼓励和
支持电商发展，电子商务发展驶入快车道，成
为地方经济发展中新增的一道靓丽风景。

电子商务的发展，少不了政策的支持。光
山县出台了《光山县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的实施
意见》，对未来该县电子商务发展指明了方向，
明确了发展措施，提供了政策保障。

今年年初，光山县成立电子商务推进工作
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全县电子商务发展工作，同
时，鉴于该县电子商务发展速度快，从业人员不
断增大，经营品类不断增多的现状，又成立了光
山县电子商务协会，吸纳会员 750 人，并民主选
拔了 8 名文化程度高、电商业务强、经营成绩好、
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员任会长、副会长、理事，进
行明确分工，加强对行业的领导和自律。

该县还建立电商从业人员 QQ 群和共享信
息平台，适时发布电商发展政策信息，提供经验
交流的机会，分享发展体会；建立配套行业协会
——羽绒行业协会，把全县 1.2 万家羽绒企业凝
聚在一起，利用电子商务销售手段，将光山羽绒
服装卖往全国。

当地还挑选出 16 家优质企业，成立电子商
务供货联盟，16 位有实力、有经验、思想开拓、理
念先进的供货商被确定为联盟成员，为电商发
展提供充足的货源保障。

该县成立速递物流行业协会，将县内 29 家
速递物流业组织到一起，成立协会组织，共商发
展大计，避免恶性竞争，提升服务质量，抱团发
展，为电商发展做好后端服务。

人才培训，是电子商务发展的智动力。该
县从今年 3 月开始，确定每月 29 日为“光山电商
日”，在当天举行集中培训活动，从培训入手，加
强电商队伍建设，提升从业人员素质。目前，已
累计举办 9 期，目前已累计培训人员 3000 余人
次，惠及网店 2000 余家，从业人员达 5000 多人。

在培训会上，县里聘请了阿里巴巴集团旗下
的淘宝大学讲师、武汉万堂学院讲师、上海老 A电
商学院的讲师到光山电商培训中心授课，讲解网
上开店技巧；先后邀请省内多家著名电商企业高
管亲临培训班给学员现身说法，答疑解惑；不定
期举办小型“沙龙论坛”，探讨技术、交流心得，共
同提高；在加强内部培训和交流的同时，还积极
鼓励当地电商企业走出去，学习和观摩省内外先
进地区关于电商发展的经验和做法。

无论是培训活动，还是外出参观、服装设计
开发、协会组织成立，该县在资金上都全力支
持，给予资金保障，已用于电子商务的发展累计
资金达 100 余万元。

产品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关键之关键。
要做电子商务，产品是什么？没有好的产

品卖，电子商务是发展不起来的。
光山县在电子商务销售产品上，首先将目

光投向羽绒服装。
光山县羽绒服装产业发展历经 30 多年，

技术相当成熟。
羽绒产业是光山县的传统产业、优势产

业、支柱产业，已形成独具特色的“羽绒产业
链”，年产值 60 余亿元，利润达 20 余亿元，有力
地支撑了县域经济发展，光山也成为全国有名
的羽绒材料集散地和重要的羽绒服装加工基
地，为全国十几个省的羽绒生产厂家和生产者
供货。

光山羽绒产业从业人员多达 15 万人，微
小羽绒企业 1.2 万家，从业人员经营经验丰富。

光 山 羽 绒 服 装 产 量 大 ，年 生 产 量 达 到

3000 余万件，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光山羽绒服装时尚、新锐、潮流，已积累了

100 多个品牌，羽绒材料大市场的 364 家专卖
店还汇集有全国各地的 200 个半成品品牌。

为此，光山县果断确定了羽绒服装这个产
品，作为发展电子商务试水的第一步，之后再
带动其他产品的网上销售。

年初，该县发挥电子商务协会和行业协
会、供货联盟的作用，在 2013 年电商经营的基
础上，挑选了 30 款羽绒服装作为 2014 年电子
商务经销推广的新品。如童装亚克士，去年售
出 17 万余件，今年，该县确定其作为电商主推
产品之一，经试销推广，截至目前，此款服装已
销售 60 余万件，本销售季结束，有望销售 100
万件，将创下服装单款销售量的奇迹。

一枝绽放满园春。不仅童装系列电商销
售火爆，中年款、老年款、情侣款、民族风、韩

派、欧派，各种羽绒服装品类都十分畅销，日均
销售 7 万件，销售收入 1000 余万元。双“十一”
销售突破 30 万件，双“十二”突破 20 万件。该
县今年确定的销售目标，销售服装 300 万件可
突破 1000 万件，收入额 3 亿元有望实现 10 亿
元以上。

羽绒服装销售火爆之余，该县的电商人员
还在尝试多品销售，有销售泳具的、有销售家
居用品的、有销售鞋帽的、有销售化妆品的、有
销售农副产品的、有销售工业品的、有销售特
色手工艺品的……

在销售平台上，有在淘宝天猫上卖货的，
也有在京东一号店上经营的，还有在敦煌网尝
试卖到境外的……

如今，光山县在网上销售的产品从 30 多
种发展到近 100 种，并已成立专门公司进行开
发，组织货源上网销售。

在货源供给服务上，光山县立足羽绒服装
这个电子商务主打产业，建设大型服装加工
厂。2014 年，东方心典、寒羽尚、光绒服饰三
个公司年产量达到 500 万件，满足羽绒电商发
展的货源需求。该县还兴办小型服装加工厂
20 家，年产羽绒服装 300 万件，为电商发展提
供充足的货源保障。

该县还在周边的息县、罗山、固始、商城、
新县、正阳及郑州市等地寻求服装加工合作伙
伴，合作企业达 200 余家，为光山电商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该县还与江苏、南京、扬州、北京、西安等
地多家企业合作，保障电商发展货源充足，保
障到位。

在金融支持方面下工夫。光山电商企业
均处于初创阶段，从业人员都是“草根”创业人
士，企业发展缺少资金的问题十分突出。县政
府每季度定期召开银企对接会，发布电商企
业、羽绒服装企业发展信息、资金需求情况，金
融部门发布自己的优惠政策，实现供需对接。
并支持金融部门开发金融产品，信贷资金向羽
绒电商企业倾斜，信阳商业银行投放金融产品

“绒益贷”，累计放贷 2亿余元支持羽绒电商发
展。光山县信用联社、邮储银行、珠江银行、建
行等金融部门也积极参与支持光山羽绒电商
发展，累计投放资金 3亿余元。政府每年还拿
出 100 万元的财政资金进行贴息，行业协会充
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为培育企业融资提供
担保。

建立电子商务创业基地，聚集电商企业发
展。该县按照“四个必须”的要求，挑选 10 家
电商企业入驻基地，即必须是电商企业，必须
是有规模的电商企业（年销售额达到 1000 万
元，从业人员在 10 人左右），必须是电商行业
的领军企业，必须实行优胜劣汰。基地先后投
入 300 余万元，在该县行政服务中心三楼开辟
专区，拿出 1000 多平方米作为办公区域，购置
了电脑、桌、椅等设施，免费为 10 家电商企业
提供办公场所，并代缴水、电、宽带费，为全县
电商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树立了标杆。

同时，光山县政府在官渡河产业集聚区东
元利昇服饰有限公司，规划楼宇 6000 平方米，
建立光山县电商企业孵化中心，目前入驻电商
企业已选定，配套公司已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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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诗羽羽绒服新品发布会

光山县电商创业基地

电商供货企业生产车间

电商供货企业职工在生产服装

东方心典新品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