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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村民在田间地头现场直播，基层干部上直

播间带货吆喝，网友分秒必争“云上”下单，快
递小哥快马加鞭及时送达，嵩县好物飞入大江
南北、千家万户……

嵩县商务局以“十百千万”工程为引擎，助
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在电商平台抢滩占先，在
未来产业前瞻布局，随着人流、物流、资金流进
一步向乡村延伸，红火的电商成为推动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
力量，县域经济的潜能被不断激发。

以人才为笔，勾勒精英汇聚新图景——
如何培养“放下锄头”即能“拿起鼠

标”的电商人才？嵩县商务局指导城关、
大章、何村、纸房、车村、饭坡、白河、九皋、
德亭等乡镇陆续开办电子商务运营师培
训班，培养直播带货达人，孵化网红爆款
产品，助力特色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今
年以来，嵩县培养本土网红主播 84名、直
播达人 391名，带动近 800名群众投入电
商事业。人才流、科技流、资金流进一步
向农村电商汇聚，实现“产业链、价值链、

供应链”三链同构，凸显电商在消费市场“稳定
器”“加速器”的作用。

以产业为墨，擘画多业共融新画卷——
嵩县围绕“林药烟牧菌桑蚕”七大特色优势

产业，加快推进“一乡一特、一村一品”重点项目
打造，形成了白河食用菌、车村核桃、大章香椿、
九皋红薯、饭坡桑蚕、何村柴胡、田湖丹参、大坪
连翘、黄庄花椒、陆浑辣椒等 10多个特色优势
产业集群，为农村电商“蝶变”提供“产业”保
障。电商助农实现农副产品由“滞销”到“脱
销”，区域电商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以项目为纸，晕染魅力乡村新底色——
没有什么比林立的塔吊更能传递发展信

心，没有什么比创业项目喷薄而发更能体现经
济活力。围绕“十百千万”工程，嵩县以全国电
子商务示范县为依托，着力构建县、乡、村三级
融合的电商服务格局，平台建设乘风而上。县
级电商物流园区积极推进，电子商务公共服务
中心以技术创新引领电商新高地。车村、大章
乡贤返乡创业园区投入使用，何村、纸房、德
亭、旧县等乡镇正在筹建各自的返乡创业园，
逐渐形成“1个县级电商物流园区+4个中心乡

镇级物流配送”格局。
以机制为砚，打造农村电商新引擎——
技术驱动、线上线下融合让电商迈上了快

车道。嵩县成立由县政府、县直单位和各乡镇
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协调推动商业网点建设、项目规划等
重点任务。制定出台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县财政落实配套资
金，扶持发展网红经济、直播经济、夜间经济等
新模式、新业态，促进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现
代服务业跨越式发展……

宗玉红坚定地说，从田间地头到乘“云”直
上，从传统商贸到数字赋能，“十百千万”工程
推动县域经济再次腾飞，直播经济成为新常态
下县域经济的一抹亮色，让沃野千里的绿水青
山真正成为群众致富的金山银山。

电商插上“云”翅膀，嵩县爱你“潮”我看。
与昨天笑望，嵩县“十百千万”工程深入推进电
子商务与三产融合发展，为农村发展增量赋
能；向未来招手，现代化电商产业挥舞如椽巨
笔，正在绘制嵩县乡村振兴的“时代画卷”。

嵩县爱你，精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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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菽千重浪，喜色眉尖上。嵩州大地处处

都是丰收的景象。

9月 10日，盛装亮相的嵩县电子商务运营

中心，迎来了第四届“嵩县爱你 网红PK”暨“金

秋有约 巧手好物”直播带货大赛。在这场“乡”

味十足的大赛上，来自洛阳嵩县16个乡镇的40

多家优秀电商企业、80多位直播网红及带货达

人同场竞技，近300种嵩县农产品搭乘“电商数

字快车”走出深山，销往全国各地……本次大赛

只是嵩县推进电商“十百千万”工程的一个缩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电商作为新兴业态，既

可以推销农副产品、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又可以

推动乡村振兴，是大有可为的。

从助推复工复产，到激活消费需求，再到带

动传统商贸业数字化转型，作为国家级电子商

务示范县，嵩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

人才强省战略和数字化转型战略等“十大战

略”，创新落实“打造 10个省级以上农产品品

牌，培育 100 名带货网红，发展 1000 名网络

主播，创建 10000个电商店铺”的电子商务“十

百千万”工程，促产业转型、助消费升级，点燃了

电子商务“新引擎”，走出了一条“直播+助农+

电商”的产业创新之路。

借力风生水起的电商平台，嵩县好物插上

“云”翅膀，飞向全国各地。放眼望去，这里的青

山绿水流金淌银，铺陈出一幅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的乡村振兴图景。

八百里伏牛山蜿蜒逶迤，大自然雕饰出嵩县瑰丽
多姿的壮美山水，也孕育出高山果蔬、食用菌、中草
药、桑茶等丰富的绿色优质农产品。

如何抢抓直播风口，让藏在“深闺”的土特产乘
“云”出山，充盈百姓的“钱袋子”？如何强化数字赋能，
助推数字经济与县域实体经济融合高质量发展，开创
乡村振兴新局面？

电商赋能，乡村蝶变！
嵩县商务局局长陈友国表示,电子商务一头连着

田间地头的山村百姓，一头连着广阔无垠的消费市
场。嵩县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积极落实电子商务“十
百千万”工程，快速发展的电商经济让农产品出山，为

“新农人”开启致富门路，也让农业经济“活了起来”“火
了起来”，搅动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

深思方益远，谋定而后动。
今年以来，作为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一场

因电商赋能而全面铺开的乡村振兴实践行动，在嵩县
的16个乡镇举旗布阵。随着时光机的翻转，我们清晰
地看到：嵩县电商“十百千万”工程的每一步，都走得
坚实有力——

今年1月，洛阳市嵩县县委十三届三次全会暨经
济工作会议上，嵩县县委书记宗玉红提出：继续做好
乡村振兴“151”工作，全面实施电子商务、农业产业双

“十百千万”工程。由此，拉开了“乡村振兴，电商先行”
的大幕。

2月22日，继嵩县首个返乡青年电商创业园于车
村镇揭牌运营之后，大章镇乡贤返乡创业园电子商务
运营中心再掀“红盖头”。以农副产品为媒，以网络销
售搭桥，嵩县迎来电商创业、富民兴业高潮。

5月2日—5日，嵩县第三届直播大赛以“万人助
万企”活动为抓手，推动嵩县好物走进本地商超，破解
疫情之下农产品销售难题。

7月，总投资2.1亿元的嵩县电商物流园项目完成
可行性报告，包含生产研发、人才孵化、仓储物流、金
融创新、电子商务等综合功能的网上货物交易集散地
呼之欲出，夯实当地电商物流发展基础。

9月初，嵩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全新亮相，数
千种嵩县好物集中呈现，集电商企业、直播网红、特色
产品于一体的平台，打开电商的又一扇窗口……

目前，“十百千万”工程火力全开，电商、返乡人才
向乡村集聚，嵩县孵化培育电商企业达50多家，新建
网络电商店铺855个，网上活跃电商店铺2258个，电
商交易额累计超10亿元，为乡村振兴打开广阔的市
场。

“我们能为‘十百千万’工程做些什么？”在会上，
宗玉红经常发出这样的问句。她表示,嵩县电商“十
百千万”工程不仅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洛阳“151”工
作落地见效的创新之举，更是落实全省“乡村振兴走
在全国前列”目标的精准“切口”。“点点鼠标”“动动指
尖”就能实现特色农产品远销国内外，电商逐步成为
帮助农民致富增收、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彰
显着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强劲后劲。

“直播间的宝宝们，上点‘关注’，下点‘拼
单’，嵩县好物别错过哈！”

“这是早上采摘的羊肚菌，现在下单，明天
就能出现在您的餐桌上……”

在第四届“嵩县爱你 网红 PK”暨“金秋有
约 巧手好物”直播带货大赛上，嵩上好礼营销
公司的梁亚楠、鑫农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乔
鑫鑫等带货主播通过直播推介家乡好物，掀起
直播助农热潮。

今年以来，从“菜园子”直通“菜篮子”土特
产直播大赛交易额近千万元，到“嵩县爱你 网
红PK”直播带货大赛吸引30多万人次下单；从
大章桑茶、大坪贡菊、何村植物油走俏国内大市
场，到德亭羊肚菌、顺势康园茵陈汁、魔法皇后
蚕丝被奔向国际大市场……“电商+直播+助农”
的经营模式异军突起，“十百千万”工程不仅为

“远在深山”的优质产品找到了新销路，也搭建
起乡村就业新平台，释放出县域经济新动能。

嵩县商务局副局长司雷龙表示，疫情防控
常态化背景下，互联网的发展让直播经济闯入
了人们的视野，电商带货成为最火的互联网

“风口”。嵩县山区百姓“变身”网红主播，“玩
转”了新农活，生产生活方式悄悄地改变——

电商直播带火了农产品线上销售。依托
“扶贫832”、淘宝、京东、拼多多以及抖音、快手

短视频等平台，嵩县积极开拓线上销售市场，
实现电商交易额月突破亿元，农产品线上交易
额月超4000万元。嵩县白河香菇、车村核桃、
陆浑银鱼、九皋红薯、大坪贡菊、饭坡丝绸等农
副产品成了热销品，“嵩上好礼”“顺势康园”

“格林农业”“嵩州鑫农”“手绘小镇”“九皋红
薯”“陆浑”等一连串绿色生态产品品牌，搭乘

“直播快车”走向全国各地。
电商直播拉长了产业链、提高了附加值。

在大章镇桑茶生产车间，一片片新鲜欲滴的桑
叶经过清洗、炒制、烘焙、包装等现代化工艺加
工，一件件包装精美的高山桑茶等待着物流装
车送到四面八方。大章镇政府与乡贤武现峰
携手建成了电子商务运营中心，将生态山货打
造成时尚潮品，网络销售供不应求，成为千万
网友的宠儿。据大章镇副镇长王丽介绍，“每
一提茶叶售价 168元，我们通过电商平台已经
售出了 300万件。我们同时整合香椿酱、野生
核桃、养生杂粮等多款农副产品资源，不仅要
向全国推出嵩县乡土产品，还要通过跨境电商
平台，让优质产品飞向国际市场。”

电商直播拉动数字产业发展。“95后”张一
小是电商直播基地的带货主播，镜头前她滔滔
不绝，直播间里的嵩州杂粮、羊鼻公梨膏糖、银
鱼酱、羊肚菌的日销售量不断增长，她的收入

也水涨船高。学电商、当主播、用新技术增收
致富，成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建立电商
直播基地，招引电子商务平台，成为助推嵩县
经济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

电商直播为文旅业“景”上添花。随着短
视频和直播的兴起，“湖山圣域·嵩县爱你”的
文旅名片日益闪亮。白云山旅游度假区总经
理兰海波介绍，“今年以来，景区通过抖音、快
手、小红书等平台进行直播，吸引了千万游客

‘云’游白云山，‘门票+酒店+索道’产品组合网
络销售火爆。”与此同时，嵩县的众多酒店、餐
馆、民宿、农家宾馆纷纷推出智慧“趣”玩法，千
千万万的数字“流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游客

“ 留量”，游客也成了特色农产品的“ 回头
客”……

嵩县县长辛俊峰一语中的：山货“触网”敲
开了群众的幸福门，电商经济为百姓送来了“致
富经”。嵩县“十百千万”工程不只是简单地通
过网络把农产品卖出去，更重要的是要倒逼整
个产业链整合，最大限度地激发乡村各种资源
要素的活力，形成产业兴旺的良好发展态势，让
农产品由“土味”变“网红”，让更多真金白银装
进百姓的口袋。

“嵩县是洛阳市南部生态涵养区，有‘天然
药库’之美誉，这里种植的柴胡、黄精、金银花
等中药材享誉国内外……”在“嵩县爱你 网红
PK”直播带货大赛现场，车村镇“电商达人”崔
跃恢坐在直播灯架前，激情满满地介绍着家乡
的生态“宝物”，他身边的打印机旁一张张单据
连成一片。

崔跃恢是一名返乡创业者，2012年回到家
乡，并于今年创立了车村镇返乡青年电商创业
园，开始了电商之旅。目前，他的公司流转土
地 800多亩，带领 200多户村民在家门口从事
黄精种植。40多家电商将家乡的柴胡、黄精等
中药材销到国内外，带富了一方乡邻。

人往家乡走，钱回家乡投，业在家乡创！
嵩县深挖在外人才“富矿”，“乡贤+产业链”

互动互促引领着乡村产业发展。从离乡闯荡的
企业家、打工者，到奋斗他乡的青年学子、退伍
军人，带着在城市里积累的经验、资金、项目“回
流”本土，铺就百姓共富路。而更多乡贤则瞄准
互联网新业态，培育电商创业的“新农人”。

山泉水、小米椒、芝麻叶……足以让外出
打拼的河南人生出满满的乡愁。2021 年，23
岁的孙晓园大学毕业后回乡创办了润隆农业，

投产技术领先的辣椒酱、复合调味酱全自动生
产线，开发的“龙潭沟”“禹皇湖”等地域特色产
品销至省内外，年产值达1500万元，让30多名
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带动 100余户椒农稳定
增收。“我们将通过电商扩展全镇农副产品销
售渠道，让推陈出新的家乡特色，‘唤醒’每个
人记忆深处的‘家乡味道’。”孙晓园说。

“百分百的蚕丝，三分之一的价格，今天下
单包邮到家……”正在屏幕前直播的，是魔法
皇后蚕丝被的创始人张聚根。作为“80后”回
乡创业者，张聚根在南方打拼多年，于 2016年
回到家乡纸房镇朱王岭村八道沟种桑养蚕，以
互联网+蚕丝制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营
销模式，将蚕丝被、蚕丝枕销往全国各地，甚至
东南亚等国。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洛阳驰浩农
业有限公司的金丝贡菊、胎菊王等茶饮成了直
播间里的“香饽饽”。观众透过手机屏幕，感受
春有白芍、夏有荷花、秋有菊花的乡村美景。
粉丝们纷纷留言：“666，真想去打卡。”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驰浩农业总经理张
义强表示，该公司打造了集菊花观赏、种植、采
摘、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拓宽了群众收

入渠道。接下来，按照双“十百千万”工程要
求，公司将培养个性化的本土主播，讲好动人
的嵩县故事，足不出户卖出嵩县好物。

格林农业电商运营中心的8名主播直播销
售品种几乎涵盖了嵩县境内所有的农副产
品。该公司负责人刘晓利表示，从去年到现
在，该公司实现线上销售 1300万元，带动了嵩
县4个村96户共计175人致富增收……

电子商务一子落，乡村振兴全盘活。辛俊
峰表示，在希望的田野上，随着“十百千万”工程
推进，“线下、线上”齐头并进，农村电商、乡村旅
游、农业休闲等多业态交相辉映，一个个乡贤返
乡创业的故事，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精彩上演。

引“雁”归乡加速升级 乡贤赋能乡村振兴

借力“十百千万”工程
搅动山乡“一池春水”

叫响区域电商品牌 讲好“嵩县爱你”故事

巧用电商“笔墨纸砚”绘制嵩州“时代画卷”

□张莉娜

第四届“嵩县爱你 网红PK”暨“金秋有约 巧

手好物”直播带货大赛颁奖现场。

▼商业体系建设运营中心盛装亮相。

▲陆浑镇阡陌桑田展现勃勃生机。

直播带货有奔头，足不出户销全球。

山货触“网”，幸福敲门。

湖山圣域·嵩县爱你。张相正 摄

嵩县好物，琳琅满目。 小小羊肚菌，撑起“致富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