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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电商来说，农村地区是最后的、也是资源最雄厚的一块市场。

近年来，各电商巨擘都把发展的目光聚焦在了农村，并砸下巨资开拓这
块市场。

为了服务农民，助推农业发展，让农村变得更美好，阿里巴巴斥巨
资开展的农村淘宝项目已落地内乡县，深圳广电集团和南阳电视台共
同打造的服务“三农”的专业机构“福之地·乡村合作社”也在如火如荼
地开展。

本报“南阳观察”版，以“福之地·乡村合作社”和内乡“村淘”项目两
种农村电商为例，解读农村电商在豫西南的发展状况，呈现农村电商
给“三农”带来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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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都是他们年轻娃子们玩的东西，没想到现在
咱卖个猕猴桃也能跟互联网扯上关系了。”金秋十月，又
到了猕猴桃收获的季节，西峡县丁河镇奎文村猕猴桃种
植大户唐大孔迎来了来自深圳百果园的收购商，在向收
购商展示他家的猕猴桃之后，唐大孔感慨道，“福之地·乡
村合作社”不仅给他带来了种植技术上的改变，也让他的
思想发生了变化：“跟互联网也沾上边了。”

“福之地·乡村合作社”是由深圳广电集团和南阳
电视台共同打造的服务“三农”的专业机构。打造一个
集产前信息服务、产中技术指导、产后市场服务的全过
程、全方位、全领域的三农电子商务平台，线上与线下
结合，实现电子商务本地化，做好农业生产服务，并依
托农业大数据服务大宗农产品采购商，创造出一种南
阳电商新模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福之地·乡村合作社”在南阳
市设立南阳总社，并快速在县级地区设立中心社，村镇地
区设立卫星社，以电视媒体宣传的方式为南阳地区的农民
提供农业科技服务。2014年12月至今，“福之地·乡村合
作社”已在南阳13个县区发展村级加盟社280多家。

大数据下的农业产销布局

“我的 300 多亩土地都有了种植计划，他们说这是
市场经济下的‘计划经济’。”南召县小店乡种植户李鹏
说。今年 36 岁的李鹏以前是做食品生意的，2013 年流
转了 300多亩土地，开始做有机果蔬种植。由于缺少经
验加上对市场预判不足，前两年都处于亏损状态。今
年年初，“福之地·乡村合作社”通过自己搭建的南阳农
业信息数据库对李鹏的土地进行规划，建议他种植西
瓜，并为其提供技术指导。西瓜收获季，“福之地·乡村
合作社”又主动帮助李鹏联系到电商企业每天惠，让他
不再为销路犯愁。

“我们合作社利用互联网建立了涵盖整个南阳地
区的农业信息数据库，用信息化的手段为农民提供技
术支持，帮助农民做好生产经营规划，为农产品寻找销
路。”“福之地·乡村合作社”董事长阮庭成告诉记者。

目前，“福之地·乡村合作社”已经建立了各个卫星
社农业情况数据库，对土地普查建档，建立农产品试验
基地。在农业信息大数据库中对南阳地区各个农产地
的种植物、种植规模、农作物成熟时间以及农产地的发
展状况作了详细的记录。

在数据库中，记者看到了一条关于南阳宛城区黄
台岗镇的描述：黄台岗，种植作物以胡萝卜、土豆为主，
过去规模有 10 万亩，因生产技术落后导致农产品在市
场上缺少优势，今规模已缩减至 2万亩……像这样的信
息记录数据库中还有很多，阮庭成说：“我们利用大数
据库，可以对农业生产及发展做精准的分析与规划，指
导加入我们合作社的会员进行有计划的生产，避免他
们因大规模种植某种作物由于销售不畅而利益受损。”

上下并行用两条腿走路

“香港人也吃我们种的芥兰菜。”家在镇平县侯集
镇王官营村的蔬菜种植户张新说。10 月 11 日，香港德
联行采购人员来到张新的田里，并现场签订采购合同。

张新告诉记者，他田里的 50 亩芥兰菜经过“福之
地·乡村合作社”生物技术改造后茎杆更粗，口感更脆，
而且无粗纤维吃起来没有渣感。在芥兰收获时，“福之
地·乡村合作社”把他的芥兰种植及收获信息发布在自
己的网络销售平台上，这批芥兰菜被香港的德联行看
中并收购，德联行公司表示如果可以保持质量稳定便
建立长期收购合作。

借助互联网让优质农产品走进城市人的餐桌只是
农业产业化道路的“一条腿”，而保障农业生产资料特
别是种子肥料等农资产品的下行则是农业发展的“另
一条腿”。

“南阳地区每年要使用肥料 300多万吨，拥有近千亿

的农资市场规模，这也是我们想要开发的一块市场。”
“福之地·乡村合作社”总经理孙万斌告诉记者，为了开
拓这个庞大的市场，“福之地·乡村合作社”根据农民的
需求与可信赖的农资厂商联系，减少中间环节，以团购
价为农业生产者提供优质肥料以及其他农资产品，推
动农资产品下行。农业生产者通过“福之地·乡村合作
社”平台直接与农资厂商对接，使农资产品从厂家直接
送到农户手中。

农业生产者的产品通过“福之地·乡村合作社”平
台直接对接大宗农产品的采购商（包括大型的贸易商
和超市等）进行销售。同时，通过对生产信息的提前掌
握，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改善，缩短农
产品的贸易链条，同时又能防止农业生产者受到假农
资的危害。

“我们致力于成为农民与农产品采购商、农资生产
商之间的桥梁。使农产品上行，农资下行，用电商手段
发展农业产业化。通过上行及下行的有机结合，形成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闭合循环圈，让农业发展形成两条
腿走路格局。”孙万斌说。

两大平台为农业生产护航

“秋是金，冬是银，施肥莫等春来临。”10 月 15 日，西
峡县丁河镇万亩猕猴桃示范园里，农业专家宋五江正
在给果农讲解施肥时机。

像这样的让农业技术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种植户
做专门的技术指导是“福之地·乡村合作社”农业科技服务
站的首要任务。乡村合作社组成一个包括南阳、台湾、日
本等地的各领域农业专家的专家库，专家团队通过卫星社
深入到田间地头，为当地的老百姓提供农业技术服务、病
虫害防治指导，电视台记者随行采访并制作出专题节目播
出，引导农民科学种田，帮助农民增产、增收。

“福之地·乡村合作社”大农业电子商务平台是通过
线上和线下两大平台的结合，实现电子商务本土化，做
好农业生产服务，线上平台主管销售与宣传，帮助农业
生产者寻找农产品销售途径与农资产品进购渠道；线
下平台通过卫星社为周围群众提供技术指导和产业服
务，用两大平台为农业生产发展保驾护航。同时依托
农业大数据服务大宗农产品采购商，结合农村金融和
产业保险服务，实现农业生产者、产品采购商和乡村合
作社的三方共赢。

“线上、线下向农民宣讲三农政策、生产经营技术，
并且注重对特色产业生产技术的培训和典型致富案例
的分析，为千家万户农民搭建对接市场的大通道，解决
他们产后的市场问题。”阮庭成说。

推广农村电商新模式路还很长

尽管“福之地·乡村合作社”在农村电商领域做出
积极探索，但缺少有力的担保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支
持，发展村级卫星社进程缓慢等，都制约着农村电商新
模式的发展。

“福之地·乡村合作社”目前面临的问题，就凸显了
农村电商发展中的这些尴尬：已经建成并服务农民的
线上网络平台、线下服务平台、农村金融及保险平台，
苦于没有有力的担保机构给予支持，资源得不到有效
利用；此外，“福之地·乡村合作社”电商平台发展之初，
利用电视媒体推广宣传的方式虽然便利，但在互联网
风头正劲的发展趋势下，“福之地·乡村合作社”村级卫
星社的发展过程过于缓慢，无法服务更多的农户。

缺乏农村电商平台成长所需的发展环境，也是
“福之地·乡村合作社”等一批电商平台需要面对的难
题。实践证明，农村电商平台对于农民增收和农业产
业化发展都会形成强大的拉力。

“我们的目标是把这种“互联网+”指导下的农业发
展新模式推向更多地区，让更多农民受益，但毋庸置疑
这条路还有很长。”阮庭成说。

“互联网+”
加出农业发展新模式？

□南阳观察记者 李文超 本报通讯员 边铨彬 朱清山

“村淘”，
撬动内乡经济升级？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崔 鹏 路欢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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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 50 平方米左右的店面，装修简洁明快，
橘黄色和绿色交织的背景墙，让这个不大的空间
里充满暖意，背景墙上“农村淘宝”的标识显得格
外醒目。这是内乡县余关乡岳沟村的农村淘宝服
务站。

“我会用心耕耘这儿的一亩三分地儿，用这
一台电脑、一根网线、一面显示屏，为乡亲们连
接起外面的世界。”10 月 12 日，岳沟村“村淘”服
务站的主人朱迪，谈起当上“村淘”合伙人他踌
躇满志。

“村淘”为乡亲们购“金”卖“银”

和朱迪一样，内乡“农村淘宝”面向社会招募
农村淘宝合伙人的消息一经发布，就吸引了 4076
名报名者前来参加考试，最终 39 名优胜者脱颖
而出，成为首批“村淘”合伙人，另有 11 名合伙人
进入后备考察阶段。录取比例 80：1，竞争激烈程
度堪比国考。

“我们余关有丰富的林果业资源，但是由于
销售渠道不够畅通，乡亲们总是面对丰收的果
实发愁，我想借助电商平台，让更多人知道内乡
的这些资源，实现网上销售。”朱迪说。

除了朱迪所说的代销农产品，“农村淘宝”
的另外一个业务是帮助村民代购。

“现在村里越来越多年轻人出门打工，留守
在家的人们多数不懂电脑，更不懂网银、支付宝
这些金融产品，我们充当一个中介，乡亲们只要
来店里告诉我要买什么，我帮他们在网上挑选
物美价廉的东西，直接送货上门，不用来回在镇
上跑，让乡亲们购物更方便些。”朱迪说。

朱迪告诉记者，作为岳沟村服务站的负责
人，由阿里巴巴集团为其提供电脑、培训、广告
宣传、物流等资源，由政府提供物业资源、租金
补贴、水电光纤到户等服务，他的职责是通过

“农村淘宝”平台为村民提供代购、代销、生活类
电商服务，他的利润来自于销售佣金。

乡亲们都淘到了啥？

“早都想给俺孙子买台学习机了，就是觉得
价钱有些贵，没想到在网上买这么便宜，能省 700
元呢！”在位于内乡县赤眉镇的农村淘宝朱陈村
服务站内，年近六旬的村民朱国义在村淘合伙人
许艳芳的帮助下，顺利地订购了一台“诺亚舟”牌
学习机，市场上原价 3598 元，网上优惠价 2898
元，还送了一台眼部按摩仪，他高兴极了。

“大容量的电动喷雾器在赤眉街上总买不
到，到淘宝上一看，不仅品种多、有挑头，还便宜
实惠！”朱陈村村民孙林发果断下单。

开业近半个月，村民们对“农村淘宝”的热度
持续增温。在服务站，许艳芳细心地帮助村民挑
选产品并不时给他们一些意见。她告诉记者：“单
是 9 月 26 日，开业当天，她就收到订单 133 个，金
额将近 3 万元。开门红让我很有信心，我要争当
明星村淘服务站！”

从手机壳到电冰箱、洗衣机、农资农具，涵
盖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村民们淘到了日常生活用品，余关乡的留
守儿童们在这里淘到了亲情。

“只是举手之劳对于孩子们来讲却有这么
大的意义，我觉得这事儿值得!”在余关乡兴达
社区服务站，负责人孙英华向记者讲述了她为
附近的留守儿童开设“亲情见面日”特别服务的
故事。

小斌是余关乡的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
他常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以前只有过年才能见到爸爸妈妈，平时只
能用电话听听他们的声音，现在我可以在英华
阿姨的店里看到他们了。”小斌一脸幸福地告诉
记者，现在淘宝服务站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因
为在这里能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

孙英华说，懂事的小斌每次会拿着自家种
的橘子来给她吃，看着小斌每次的开心劲儿，她
的成就感也油然而生。

“双十一过后，我们还会做这样的活动，只
要孩子们想来，随时都可以来。”孙英华说，她希
望自己经营的“村淘”平台不仅成为乡亲们的代
购平台，也能成为留守儿童与父母联络情感的
地方。

“村淘”宠儿驶入电商快车道

内乡县是南阳首个“牵手”阿里巴巴发展农
村淘宝项目的县，它缘何能成为“农村淘宝”的
宠儿？

阿里巴巴集团农村淘宝事业部豫南总经理
宋笑康给出这样的答案：内乡县委、县政府以敏
锐的眼光捕捉到了“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机
遇，重抓重推电商产业，内乡自身又有优越的交
通地理条件、全覆盖的网络通达优势、活跃的城
乡购买能力、良好的物流发展业态，这些都成为
内乡发展“村淘”的优势。

“以发展好电子商务为切入点，促全县经济
社会发展实现‘弯道超车’。”早在 2014 年 11 月
25 日，内乡县委中心组领导干部电子商务知识
培训会上，就提出了这样的课题，课题的提出基
于内乡县对自身资源优势的分析。

内乡县是农业大县，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县、油
料生产大县、优质小麦良种繁育基地县、优质烟叶
生产基地县、朝天椒和伏牛白山羊生产大县，大量
的优质农产品和众多的农业加工企业，为发展农
产品电子商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与此同时，内乡区位交通优势明显，处于郑
州、西安、武汉三大区域中心城市的中心位置；
宁西铁路、蒙西铁路在内乡形成“十”字架；有沪
陕高速、内邓高速与二广高速三条高速公路连
接，豫 248、249、332 省道横穿全境；南阳飞机场
距离内乡 60 公里，使内乡在铁路、公路、机场上
形成综合性交通枢纽，为农村淘宝打通物流通
道提供了强大支撑。

“我们将抓住‘互联网+’的机遇，借助农村
淘宝的平台，把内乡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让互联网基因扎根内乡农村。”内乡县县长
杨曙光说，成为“农村淘宝”的宠儿，让内乡驶
入电商发展的快车道。

自 9 月 26 日起，内乡县农村淘宝运营中心
暨电商创业孵化园开业，首批 39 个村级服务站
同日开业运营。这些服务站将成为“网货下乡”
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的通道，突破物流、信
息瓶颈，解决农村买难、卖难等问题，让农民足
不出户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并把农产品卖到
全国。今明两年，阿里巴巴公司将在内乡县建
立 289 个村级服务站，率先在南阳市实现淘宝
服务站村级全覆盖。内乡将围绕建设县域电商
目标，编制县域电商发展规划，加快电商主体培
育、平台建设、配套支撑、模式创新，让内乡电商
成为内乡加快发展的动力和撬动经济转型升级
的杠杆。

阿里巴巴运行中心的内乡特色馆 樊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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