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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助力电商人才
和企业成长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通讯员 张哲斌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企业是电商
的主体和推动者。陵水黎族自治县从
政策、资金等方面着手，为电商人才的
创业成长和电商企业的发展壮大营造
良好环境。

“为了更好地服务电商企业，陵水
将电商办搬至陵水互联网创业园，与
电商企业零距离接触，解决他们在发
展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陵水商务
局局长王欣慕告诉记者，陵水商务局
还给电商企业购买了一批与电子商务
知识有关的书籍，帮助电商人才“充
电”。11月底，在2018海南青年电子
商务创业大赛总决赛中，陵水电商企
业（黎创坊）喜获初创企业组二等奖。

首先，在培育电商人才这一方面，
陵水积极搭建培训、服务等平台。

去年，陵水出台了《促进县域电子
商务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将通过陵水
大讲堂、淘宝大学县域干部培训班和
赴外省游学考察等方式，培育当地电
子商务从业者。

去年11月，陵水表彰了10名在
陵水本土电子商务发展中做出突出贡
献、取得良好口碑和优秀业绩的电商
人才，同时成立电商扶贫志愿者服务
队，提供互联网电商项目运营、技术指
导、咨询等服务，把“三农”领域作为电
子商务发展的主战场。

其次，在扶持企业发展这一方面，
陵水采取了多种扶持措施。

陵水县商务局积极组织电商企业
出岛营销，参加2018上海国际果蔬展
览会暨第11届亚洲果蔬博览会、2018
年全国农商互联暨精准扶贫产销对接
大会、2018第二届海南国际健康产业
博览会、2018第九届中国国际创意设
计推广周等省内外重要活动，提升陵
水电商企业和农副产品品牌的知名
度，学习外省的先进发展经验。

“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促进电子
商务发展奖励扶持办法（暂行）》，今
年，陵水疍家人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等5家电商主体获得专项资金扶持，
总额为90.83万元。”陵水电商办主
任张哲斌告诉记者。

据介绍，今年以来，陵水共组织电
商业务培训约23期，培训了近1940
人次，为该县近500名电商行业代表
及领导干部现场“充电”。截至目前，
陵水共培养了65名村淘合伙人、66名
淘帮手，全县网商总数达2095家。据
不完全统计，陵水通过发展电商产业
链吸收贫困人口就业或创业就达
3100户，电商产业带动贫困人口增收
约800万元，户均增收2500元。

（本报椰林12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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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完善体制机制，为人才成长和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让百姓共享电商发展成果

在陵水黎族自治

县的文罗、本号、新村

等乡镇，一家家陵水特

产品O2O体验店星罗

棋布；在陵水的每个行

政村，农村淘宝为爱网

购的村民提供了便利；

陵水特产网、滴滴沃

家、疍家人科技、紫菁

庄园、漫游谷科技等一

批陵水电商企业，如雨

后春笋般长势喜人

……在陵水，电商服务

平台的触角已经伸进

了百姓的日常生活，成

为当地产业发展不可

或缺的部分。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通讯员 张哲斌

2016年4月，海南省委、省政府颁
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在全省吹响脱贫攻坚的号角。陵水利
用电子商务平台助力精准脱贫，逐步形
成了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开辟就业
创业新途径、实现新增收为目的的电商
扶贫工作社会共建共享良好氛围。

“我们通过第三方购买服务的方
式建设运行陵水特产品电商上行集
散中心，提供检测、包装、配送等免
费优质服务，实现电商上行产品的
链条化管理和完善物流体系的规范
化。”王欣慕告诉记者，陵水精心打
造本号镇电子商务精准扶贫服务中

心及文罗镇镇区、新村镇旅游码头、
陵水动车站和椰田古寨等 5 个陵水
特产品 O2O 体验店示范点，进一步
提升服务站点的形象和服务功能，同
时拓宽农产品特别是扶贫农产品的
销售渠道。

陵水本号镇把发展农村电子商务
作为精准扶贫和促农增收的重要抓手，
依托本号镇电子商务精准扶贫服务中
心，开展电商运营、品牌打造、人才孵化
等电子商务服务。

“我们中心主要工作为线上线下销
售农产品、积极孵化农村电商人才、营
造地域电商发展氛围。”本号镇电子商

务精准扶贫服务中心执行总监刘洋说，
一年多，本号电商扶贫中心线上线下销
售额达1000多万元，销售了近百种农
产品。

本号电商扶贫服务中心通过村级
服务站及电商合伙人、电商帮手多次
深入各村收集了解贫困户滞销农产
品信息，先后开展了拯救“柠檬君”、
香粉蕉促销、双十一电商网购、绿橙
营销等多项扶贫行动，通过线上线下
各销售渠道，共销售柠檬6.8万余斤、
香粉蕉 47 万余斤、鸡鸭鹅等禽畜
6000 余只、大里有机绿橙 1.88 万余
斤。今年前三季度，该中心总销售额

为 725万余元，发起并成立共计 6家
电商扶贫合作社，组织本号镇贫困户
共计30人加入合作社参与生产经营，
成功挖掘塑造24种本号特色农副产
品，包括央视《厨王争霸》节目指定食
材品牌“本号田心鸡”、地域特色品牌

“黎娘红”火龙果酒、亚欠香粉蕉、吊
罗茶树菇、本号野生灵芝、五月茶等6
款明星产品。

“现在坐在家里就能把鸡卖出去，
真是太方便了。听说客人对我家的鸡
反馈很好，我特别开心，下一批出笼的
鸡，我还要通过电商渠道卖出去。”本号
镇贫困户卓昌雄说。

陵水电商起步时间较晚，2015年
12月 28日，农村淘宝项目正式进驻，
陵水成为海南省第一个县域发展农村
电商的市县，同时也是海南省第一个
农村淘宝落地试点县。近三年来，陵
水电商秉承“陵水电商 携行远方”发
展理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速
度惊人。

近年来，陵水依托该县特色优势产
业和重点行业，不断完善电子商务基础
设施，健全电子商务支撑体系，优化电
子商务发展环境，普及电子商务应用，
努力开辟就业创业新途径，积极推进电
商扶贫，推动全县电子商务跨越式发
展。陵水电商办的数据显示，2018年
1-9月份，实现网络交易额12.06亿元，
同比增长47.29%，其中农产品电商上
行交易额2.14亿元，同比增长10%。社

员网直接对接全国大型商场超市，实现
1.66亿元的上行销售额。

陵水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陵水转变了传统的营
销模式，采取建平台、聚群力、拓销路等
方式促进农产品电商上行交易额实现
新增长。

据了解，2015年底，陵水成立了由
县长担任组长的县域电子商务发展工
作领导小组，专设县电商办，统筹推进
落实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工作。“陵水县
委书记麦正华、县长李锋非常重视电商
发展，多次到陵水互联网创业园、本号
电子商务精准扶贫中心等调研指导，了
解这些电商服务平台运营情况，及时解
决电商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并在一
些O2O体验店下单购买农副产品，以
实际行动支持电商发展。”陵水商务局

局长王欣慕表示，县里还会针对电商产
业发展召开联席会议，就电商发展政
策、重点项目等进行研究讨论。

此外，陵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
电商发展的配套政策文件，包括《陵水
黎族自治县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奖励扶
持暂行办法》《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关于促进县域电子商务发展实施方
案》《陵水黎族自治县进一步做好就业
扶贫工作的十二条措施的通知》和
《2017年陵水黎族自治县电子商务精
准扶贫工作实施方案》等一批配套政策
文件陆续出台。陵水县政府每年预算
安排6000万元互联网专项资金、500
万元农村淘宝专项资金、30万元电子
商务发展资金、1000万元发展奖励扶
持资金，并安排不低于2000万元发起
设立不少于1亿元的互联网产业创业

投资基金，用于电商发展的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和扶持奖励。

此外，陵水全县已建成 700平方
米的县域下行仓储物流中心、800平方
米的电商上行服务中心（即陵水特产
品电商物流集配中心）；在城区最繁华
的海韵商业街设立5000平方米的陵
水互联网创业园，目前入园企业181
家；搭建并上线运营淘宝特色馆、淘宝
陵水特产网、微信商城、海南陵水特产
网等几大互联网平台；累计建成103
个村级服务站，基本上覆盖全县所有
乡镇、农场和行政村，提前一年半完成
既定建设目标；通过政府购买第三方
服务的方式搭建陵水电商公共服务运
营平台，为人才培育、品牌推广、产业
规划、资源整合等提供科学有效的高
质量服务。

今年10月，陵水在全县范围内开
展“消费扶贫·助农增收”大行动，通过
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作用，
拓宽扶贫农产品销售渠道，使贫困户切
切实实受益。

陵水县商务局迅速行动，组织并
策划了2018年陵水（第二届）旅游购
物狂欢节、陵水消费扶贫夜市、消费扶
贫体验馆等一系列活动，动员全县各
界人士购买扶贫产品，进一步增强贫
困户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的能力和信

心，建立可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同时
调动全社会参与消费扶贫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脱贫攻
坚大格局。

10月16日上午，陵水县本号消费
扶贫体验馆揭牌，本号镇的领导干部以
及前来参观的群众也踊跃参与，购买贫
困户带来的鸡、鹅和茶树菇等产品。与
此同时，位于陵水高铁站出口处的陵水
消费扶贫体验店正式开张营业，陵水海
韵商场百佳汇超市内的消费扶贫专柜

也同步启动销售。
10月26日下午，陵水消费扶贫夜

市活动拉开帷幕。每周五、周六，夜市
分批组织各乡镇贫困户及合作社进行
产品展销，旨在增加扶贫产品的知名
度，畅通陵水土货产销对接机制，通过
社会力量助推“土货出山”，培育“线下”
消费扶贫的新增长点。

11 月 23 日—24 日，为期两天的
2018陵水“爱心采购 倾心助贫”消费
扶贫产品大集汇在陵水文化广场举

行。陵水各乡镇产业合作社、电商企
业、特产深加工企业等踊跃参会，两天
的销售总额达313.4万元。

11月25日，第五期海南爱心扶贫
网销售榜单公布，陵水以364万元的农
产品销售总额跃居销量排行榜榜首，陵
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心的扶贫茶树菇
蝉联订单排行榜冠军。陵水扶贫圣女
果则成为“黑马”，上线不到一周便热销
4102件，居订单排行榜第三名。

（本报椰林12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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