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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位于南阳市孔明北路的
新恒业超市重新开业，作为“每天惠”第
20 家加盟店，该超市开业当天营业收入
达 6 万多元，创历史新高。

“现在这一天的销售额比过去半个
月的还高，这在以前都不敢想象。”超市
负责人杨超坐在店门口掰着手指头兴
奋地说，以前他的小超市就两个人：一
个售货员，一个收银员，由于商品的总
类有限，再加上自己不善经营，生意也
十分的冷清。

“每天惠”主动上门与他合作后，对
他的店面进行重新的调整和布局，增加
了商品的种类，并对他进行专门的培
训，让他对经营管理和电子商务有了一
个全新的认识。“网上下单店里提货和
店里买东西返还网络代金券相结合的
模式为咱店增加了客流量、提高了知名
度，也给咱社区的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便利。”杨超说。

然而在“每天惠”刚进入南阳时，宣
传推广却是一个让“每天惠”南阳地区
运营总监吕德方“头大”的事。

“每天惠”刚开始布局南阳市场时，
吕德方带领团队跟社区便利店以及小

商店谈合作，刚接触的时候，大多数店
主由于对该商业模式的陌生而排斥他
们，“抵触心理很明显”，有些时候还会
面对被扫地出门的尴尬。“消费者思想
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只有电商及
其模式真正在百姓心中生根发芽了，才
能让我们更好的发展。”

同 样 面 临 这 样 问 题 的 还 有 苏 吉
学，“有时候不是我们的产品或者模式
不好，主要是消费者观念转变的问题，
他们觉得‘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对本
土电商不够信任，本土电商的品牌知
名度有待提高。”苏格时代商城创始人
苏吉学说，进一步推广本土电商还需
要时间，只有我们身边的人主动了解
和接受了，再加上我们电商人不断改
善产品和服务，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才能让本土电商产业更好地
活下去。

“我们不仅要抢抓机遇，招大引强，
还要立足本土，培育龙头。宣传优秀电
商企业、平台和个人，强化宣传引导，做
重点推广。通过重点行业骨干企业的
引领带头，形成我市发展电子商务的中
坚力量。”南阳市副市长摆向阳说。

在在
爱爱

“我们农信社业务部经过走访，得
知桐柏县孔雀岭蔬菜专业合作社因扩
大规模急需资金支持，他们合作社以
社员房产作质押及保证担保的组合担
保方式向我社申请贷款。我们经过评
估审核，及时发放了 700 万元的贷
款。”8 月 17 日，桐柏农信社主任李采
霞向记者介绍了近年来农信社在助推
特色产业发展上做出的努力。

桐柏农信社坚持服务“三农”的
经营理念，重点支持县域的茶叶、水
果、中药材、有机蔬菜等重要支柱产

业，主推“绿色农家乐”、“绿色果（蔬）
贷”、“绿色豫茶香”等绿字号信贷产
品。截至今年 7 月底，桐柏农信社共
发放涉农贷款 27.19 亿元，当期涉农
贷款较年初增幅为 3.59%。

近年来，桐柏农信社实施经营
性集体建设用地直接抵押、土地承
包权抵押、林权质押等担保方式，利
用“公司+基地+农户”的信贷服务模
式，支持绿色农业生产、供销、贸易
体系建设，引领 6 万多农户走向致富
道路。 （马玉田）

截至6月末，小微企业贷款较年初
增加 54.81亿元、贷款户数较上年同期
增加 43084户、申贷获得率为 92.95%；
基础金融服务“村村通”已覆盖南阳市
4294个行政村，整体覆盖率达95%……

南阳银监分局引领辖内银行业
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等金融薄弱
领域的支持力度，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已初见成效。

今年年初，南阳银监分局制发了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指导意见》，

深化差异化监管措施。在基数较高、
各方面困难较多的情况下，力争在南
阳市建立起“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
方合力、共生共赢”的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体系。

同时，南阳银监分局指导辖内各
银行业机构顺应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城
乡一体化发展等新情况，探索开展“三
权”抵押贷款业务，大力推进“三大工
程”和基础金融服务“村村通”建设，进
一步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孙冬冬）

“要不是有村镇银行授信的 500
万元，公司现在都不知道该咋办。”8
月 14 日，淅川县源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激动地说。

作 为 地 方 性 新 型 农 村 金 融 机
构，自 2010 年成立以来，南阳村镇银
行支持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
致富，支持本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
不断在南阳各县区布局，目前支行
总数达 36 家，平均每年新建 9 家支
行，覆盖南阳 13 个县区和部分重点
乡镇，创出了村镇银行建设的“南阳

速度”。
南阳村镇银行坚持“利民、快捷、

安全、简便”的原则，推出了“不动产
抵押循环授信”产品和“惠利宝”小微
企业主循环授信业务，解决抵押手续
繁杂、财务报表不健全、手续不完善
等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四年来，南阳村镇银行累计发放
小微企业贷款 55.63 亿元，扶持小微
企业 1795 家，用行动为水源地小微
企业提供实实在在的金融服务。

（袁永胜）

8 月 13 日清晨，天刚朦胧亮，位于南
阳市高新区的电商产业园里，搬运工人
正在装卸着货物，新的一天在忙碌中开
始了。在这个总建筑面积 1.4 万的园区
里，淘宝特色南阳馆、上海大宗农产品交
易网、京东商城、1 号店、苏宁易购、慧聪
网、58同城等知名电商企业纷纷云集。

2013年，南阳电子商务开始起步，巨
大的市场吸引来众多知名电商企业的进
驻，本土电商企业也开始发展壮大。但
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诸多瓶颈，消费观
念的落伍、仓储物流配送体系的不完善
成了制约电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近
来，南阳市积极出台一系列政策，加大对
电商企业的扶持，确保电商产业平稳较
快发展。

“南阳刚起步的巨大市场是当初吸
引我们在此的一个重要因素。”苏宁易购
南阳分部总经理华报笑着说，“我们在南
阳的城市分部是整个豫南大区发展最好
的一个！”苏宁易购的直营店里一位顾客
正在拿着手机扫描电脑上的二维码，以
此来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店门口穿着
黄色上衣的工作人员正在把一件件商品
搬到快递车上，由这里发往全市的各个
角落。

早在南阳电商产业尚未大规模发
展的 2011 年底，电商巨头苏宁易购就开
始在南阳布局，刚 30 岁出头的华报被郑
州分公司派到南阳。作为苏宁集团河
南地区的“元老”，华报对做大做强南阳
市场信心十足。然而 2011 年的严冬却
格外漫长，传统电器门店格局难以在短
时间内打破，传统市场销售依旧火爆，
苏宁易购的线上电器销售业务开展的
十分缓慢。

到 2012 年底，随着全国电商市场的
井喷式发展，特别是天猫“双十一”营销
战略的推动下，网上购物观念迅速普
及，苏宁易购的线上销售也迎来了春
天。到 2015 年，苏宁易购南阳分公司线
上电器销售量占整个电器销售份额的
25% ，目 前 已 经 在 5 个 县 城 开 设 7 个

“O2O”直营店。
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样吸引了国内

另一家电商巨擘——京东商城。为了

加大南阳布局的力度和发挥南阳辐射
带动作用，京东商城特意开设“京东中
国特产·南阳馆”，成为京东商城重点推
介项目。目前“中国特产·南阳馆”已于
5 月 12 日上线运营，已入驻有绿润达、
银良三粉、曹氏百川、桐河桐蛋、宝天曼
土蜂蜜等生产企业 12 家。香菇类产品、
土鸡蛋等特色产品受到广大消费者喜
爱，订单量日益增多。

苏宁易购和京东商城的进驻只是
南阳电商产业迅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据商务局数据统计，2014 年南阳市出港
件快递业务量完成 1453.2 万件、同比增
长 66.7% ，在 全 省 排 第 三 位 ；进 港 件
2478.6 万件、同比增长 67.3%，在全省排
第四位；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 90 亿元、
同比增长 30 倍。

7 月 25 日，唐河县成为 2015 年电子
商务进农村示范县；8 月 7 日，内乡县政
府与阿里巴巴（中国）软件有限公司举行
农村淘宝项目启动签约仪式；8 月 12 日，
苏宁云商与南阳市全面合作发展电子商
务事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大批电商
龙头企业的入驻和本土电商的迅速成
长，让南阳的电子商务产业驶入飞速发
展的“快车道”，呈现方兴未艾之势。

“在这个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时代，电子商务完全有可能成为带动
南阳发展的新引擎。”南阳市市长程志
明说。

电商产业驶入“快车道”A

西峡县五里桥镇杨岗村的樱桃园
里，一位操着港台口音戴着眼镜的老者
正在跟樱桃园主人赵红伟交谈着。这
位老人是台湾农业专家林寿连教授，来
杨岗村为村民做现场技术指导。林教
授发现园中的樱桃树患有流胶病，就现
场送给赵红伟几瓶解决这些问题的药，
并且告诉他使用方法。

像这样邀请农业专家直接到田间
地头做现场指导在南阳各县区农村并
不罕见，福之地·乡村合作社是这种活
动的发起者。

福之地·乡村合作社在南阳各个县
区建立试验基地，对试验基地提供免费
肥料与技术培训。像杨岗村赵红伟这
样的种植大户，合作社会根据市场形式
分析对他种植的品种做专业的辅导，并

对收获的农产品进行直接收购。
福之地·乡村合作社还启动“千村

万户”培训计划，对农民做电子商务培
训，让更多农民了解农业电子商务基础
知识及技能操作。社旗县郝寨镇的徐
伟江是该计划的忠实拥趸，每次开培训
会总是早早地就赶到会场。“以前不知
道电子商务是什么东西，上网也就是看
看新闻。”徐伟江说，经过培训知道了什
么是电子商务，下一步准备接着学习，
争取有一天也在网上开一家店，经营自
己村生产的农产品。

同样受益于电商的还有创业者。南
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大三学生杨
子慧用手机向记者展示了她在苏格时代
商城上赚到的钱，“这个月效益还可以，赚
了500多元，比上个月还多100多元呢。”

电商走近南阳人身边B

培养南阳电商中坚力量C@

“跑步前进”的南阳电商产业
□南阳观察记者 李文超 本报通讯员 朱清山

仓储及物流配送是一个让电商企业
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随着电商企业规模
的扩大、营业额的增长，越来越需要全方
位、多层次的物流配送体系。

在北京路开店的刘女士是一位从
浙江回南阳的创业者，7 月底她在网上
为自己即将开业的店面购买了一批耗
材，本以为最迟三五天就能到货，却足
足等了 8 天货物才送到手。“以前在浙江
买东西三天之内肯定会到的，在这边太
不方便了，要是知道这么慢就不在网上
买了。”刘女士感慨道。

物流配送速度慢、不便利的情况在
农村市场特别明显。开拓农村市场是
大多数电商企业未来布局的重心，农村
人口基数大，市场前景广阔。但“最初
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成了农村电商
产业发展的瓶颈，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无
法通过网络销售出去，而他们在网上购
买 的 商 品 也 无 法 直 接 送 达 他 们 的 手
中。这既制约了农产品“走出去”，又给

农民网上消费带来了诸多不便。
8 月 5 日，银行系统工作的周先生

为生活在农村的母亲在网上购置了一
件商品，等到 8 月 10 日打电话发现货物
并没有收到，网上查询后被告知只能去
镇上的提货点自取。“这就牵涉到‘最后
一公里’的问题，只有打通物流配送的

‘最后一公里’，才能实现电商的跨越式
发展。”周先生说。

7 月中旬南阳市出台《2015 年全市
电子商务发展工作要点》，明确规定要
进一步完善电子商务物流配送体系，组
织实施仓配一体化、城市统一配送、农
村电子商务物流和跨境电子商务物流
等专项工作，建立起适合电子商务快速
发展的物流快递管理制度和服务体系。

“我们要保证仓储物流企业在南阳
的规模发展，提高物流基础设施的利用
率，降低物流配送成本，推动我市电子
商务实现跨越式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
级。”南阳市商务局局长毕跃杰说。

完善物流配送体系D
▶核心提示◀

8月 13日，见到王毅然老人，他正和老伴领着孙子在公
园里玩耍。今年 80 岁的王毅然老人和妻子范典琴结婚 50
余年来，他们的爱情经时间的沉淀，如酒一般，愈发醇香。

“我俩都是南阳范营村人，从小没有父母，靠着自己上
学读书当上了一个农村干部，到她家走访的时候被她看上
了，她还为我写过厚厚的一本日记呐。”说起俩人相识的经
历，老人满脸幸福。1958 年俩人结了婚。

然而幸福平静的生活仅持续了十年，1969 年，老伴范
典琴患上了轻度精神病，王毅然带着她几乎跑遍了所有相
关医院，但是病情却没有好转。

“她这病晚上睡觉怕黑，我就开着灯看着她睡觉，看着
她睡着了，我才能安下心来。”老伴患病的经历，对于王毅
然是一段不愿意多说的回忆。为了给老伴看病，王毅然辞
掉了单位工作，悉心照顾妻子。看着范典琴每次发病时候
痛苦难忍的样子，他自学精神病相关知识，亲自为妻子开
药、煎药，不离不弃照顾妻子 40 余年，用亲身行动感化了
妻子、用自学的医术治好了妻子。

“我到现在已经有近20年没犯过病了，能这样相守一辈子
真好。”在范典琴看来，能和老伴相守一辈子就是最大的幸福。

南阳市张文杰和妻子温小凤在 1985 年相识，由相知
到相恋，最终在 1987 年冬天步入婚姻的殿堂。

婚后的生活他们并不是想见就见，张文杰在社旗县城郊
乡政府当秘书，温小凤在平顶山卫校上学，星期天他们也不曾
有空见面，平日都是书信来往。“我毕业后直接在南阳地区医院
上班了，而他还在县里，直至1989年，他调到南阳上班后，我们
才免去了两地分居的痛苦。”温小凤言语间充满了包容与谅解。

“我们的感情是建立在对家庭及工作的责任上的。因
为我们懂得互相包容、互相照顾、互相鼓励、更懂得换位思
考，所以我们彼此能够心心相印。”张文杰说。他知道岳母
患有老寒腿，于是他每年一到深秋就把岳母接到自己家里
住，给岳母端饭，陪岳母散步，完全把岳母当成自己亲妈一
样孝顺。“到现在我妈还住在我们家。”温小凤说。

彼此之间的信任，是他们感情亲密的另一个法宝，结
婚近 30 年来两人从来不会偷翻彼此的手机，从来不会为
了彼此的缺点斤斤计较。当对方在工作中取得成绩时，他
们也都会像鼓励孩子一样鼓励对方。“爱是心心相印，是婚
姻中的这些品质让我们的生活躲避掉了大风大浪。”张文
杰的言语中充满浓浓的亲情味道。

南阳 80 后小伙龚兴如和山东姑娘潘晓丽是在 2004 年
初春相识的，他们的爱情像春季的花朵般由蓓蕾初开到拔
蕊怒放。2006 年冬季俩人幸福地从民政局领回属于自己
的“小红本”。

龚兴如说：“我的目标就是能够让妻子幸福。”2009 年
潘晓丽想做汽车坐垫生意，龚兴如举双手赞成，资金不足，
龚兴如就出去筹钱开厂子；2012 年潘晓丽想卖内衣，龚兴
如不顾男人面子，到店里帮忙收拾盘点货物，给妻子带去
最大的支持；2014 年潘晓丽又想卖床上用品，龚兴如又四
处帮妻子打听床上用品的货源，他们贫贱不移、患难与共，
同甘共苦创业不息。潘晓丽回忆起当初创业时候的艰辛
历程时，对龚兴如很是感激。

“结婚前一天她从 800 多里的山东聊城连夜赶来，我
们除了有一张婚床，其他什么嫁妆都没有。她不像别的姑
娘那样要求高，她说只要你人好就行。”龚兴如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家境，为了让自己 8 岁的儿子和老婆能够过上幸福
的生活，他一直在努力奋斗着。“她是我前行中最大的动力
来源，我一定要让她幸福。”龚兴如眼神坚定地说。

在这个自由恋爱的时代里，“媒妁之言”的桥，变成了
手机、QQ、MSN、微信等一些网络平台，甚至在“唱吧”中都
可以成就一段婚姻。在 90 后南阳小伙王理眼中，爱就要
轰轰烈烈，就要手捧 99 朵玫瑰去约会。

“终于等到你，差点要错过你，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
才算没有辜负自己。”2015 年 6 月 8 日，南阳市镇平县一个
大院内正在举行一场婚礼。婚礼的主人公是王理和王筱
楠。这歌声是男主人公王理为他的爱人王筱楠倾情特献
的。婚后，王理也坚持每天用这首歌哄王筱楠入睡。

当记者见到王理时，他正在南阳府衙陪妻子精心挑选七
夕礼物。“《终于等到你》这首歌是我在唱吧中发布之后，她联
系到我的。我们彼此聊熟之后，初次见面，就互相对彼此一
见钟情了。是唱吧让我们走到了一起。”王理边挑礼物边说。

“现在这个年代，结婚都流行度蜜月了，王理为陪我度
蜜月放下工作专程陪我。他说，蜜月一生就那么一次，不
能不去。”此时，王理已经把他挑选的礼物悄悄藏了起来。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像我这样大的年轻人都经不
起诱惑，喜欢闪婚闪离，但我绝对不会那样，我认定一个人
就要一直走下去，我不仅要带她度蜜月，还要在每年的结
婚纪念日带她去旅行。”王理坚定地说。 （张明凯）

和老伴相守一辈子是最大的幸福 我的目标就是让她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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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心心相印
网络唱吧让我“终于等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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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8 月 20 日，是
我国一年一度传
统的七夕情人节，
七夕文化歌颂了
忠贞不渝的婚爱
观，体现了人们对
理想爱情的向往
和追求，对婚姻强
烈的责任心。当
下随着社会快速
的发展，居高不下
的离婚率成为人
们热议的话题，在
这样一个与爱情
婚姻有关的节日
里，我们撷取 4 个
普通人的故事，感
受不同年代对爱
情、对婚姻的态
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