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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秋

“农村淘宝”用起来，百姓生
活好起来；过年送礼上淘宝，不
用老往县城跑……如今的孟州
大地，53个“村淘站”扎根乡村，
孟州市借助阿里巴巴“农村淘
宝”这个平台，打通了农村物流
的“最后一公里”，拓宽了农产品
销售渠道，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2015 年4 月20 日，孟州市
与阿里巴巴集团就开展农村电
子商务合作达成意向协议，孟
州市被确定为我省“农村淘宝”
第一个试点县（市）。2015年6
月18日，孟州市电商产业园及
阿里巴巴“农村淘宝”孟州服务
中心启用。目前，孟州市共有

“村淘站”53个、“淘帮手”21名，
该市“村淘站”累计帮助村民代
购网货近 50 万笔，共计金额
7321万元；依托“村淘站”为村
民发放贷款280余万元。

“淘帮手”马婵娟告诉记
者，她的“村淘站”在第一个月的
营业额就达60万元。下一步，
她要在做好“下行”通道的基础
上，把“上行”通道打通，不仅帮
村民从网上买东西，更要把东
韩村及周边村的土特产卖到全
国各地。

“农村淘宝”让许多村民的
生产生活发生了变化。在未设
立“村淘站”前，村民买东西、缴
水电费等都不方便，自从有了

“农村淘宝”后，村民不仅可通过
网站购买生活用品，就连申请
信用贷款这样的大事也能通过

“农村淘宝”解决。
“电商进农村不是简单的

‘买东西’与‘卖东西’，而是致力
于让农村的土特产销往全国，
由此带动更多村民脱贫致富，
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升级。”孟州
市网络经济发展促进中心相关
负责人说。

近日，孟州市西虢镇莫沟
村村民范玲一大早就到该村的

“农村淘宝”去看病。为她看病
的不是老中医，而是“中医四诊
仪”。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中
医四诊仪”很快分析得出了体
质诊断结果，并通过网络将范
玲的体征数据上传至上海某中
医院。很快，该医院一名全国
知名专家为她开出了电子处
方。“真是太方便了，俺终于找到
病根了。”范玲难掩喜悦之情。

在网络医院，村民可以通
过村淘合伙人的专属账号，用
不足10元钱就可以预约到心血
管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
等 13 个常见病的国内知名专
家。

据阿里巴巴农村淘宝孟州
服务中心负责人杨楠介绍，截
至目前，焦作6县（市）中已有4
个县（市）成为阿里巴巴“农村淘
宝”签约县（市），签约比例及农
村电商发展态势名列全国地市
前列。

农村淘宝：
“淘”出乡亲致富路

2013年

9 月 5 日 焦作市举行“共同参与、绿满山
阳”游园共建授牌仪式。

9月9日 焦作市首家慈善脊柱救助中心落户
市二医院。

9月10日 澳洲联邦银行（温县）村镇银行开
业，这是焦作市首家外资银行。

9月11日 焦作王府井百货招商新闻发布会暨
招商洽谈会举行。

9月12日 温县铁棍山药认证系统新闻发布会
在郑州举行，向社会各界宣布2013年温县铁棍山
药认证工作的操作方式，推广二维码防伪标签，保
护温县铁棍山药品牌，让广大消费者能够购买到正
宗的温县铁棍山药。

9月27日 武（陟）西（峡）高速桃花峪黄河
公路大桥正式通车，这是焦作市第一座跨越黄河的
高速公路黄河大桥。

10月13日 南水北调焦作城区段瓮涧河倒虹
吸主体工程完工。该工程与郑焦城际铁路、新月铁
路改线工程和瓮涧河河道交叉，是焦作城区段4个
倒虹吸中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
建设工期最长的工程。

10月15日 温县通过国家级精品怀山药种植
标准化示范区建设考核验收。

10月26日 2013海峡两岸曹谨学术研讨会在
沁阳市举行。

10月30日 郑州交通职业学院新校区在武陟
县揭牌。

11月23日 首趟“风神号”郑欧国际铁路货
运专列开行。首趟“风神号”郑欧国际铁路货运专
列从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鸣笛出发，踏上西行之
路。“风神号”是第一个以企业——风神轮胎股份
有限公司命名的郑欧专列，也是第一趟由企业独家
承包的列车。

11月25日 焦作市通过省级旅游标准化示范
城市验收。

12月24日 影视湖水库工程开工建设。该工
程位于影视城西侧、普济河上游，是一座以防洪为
主兼顾生态用水的小 （Ⅱ） 型水库。工程总投资
1750万元，设计总库容42万立方米。

12 月 25 日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主体工程完
工。南水北调中线南阳宁西铁路暗涵内衬完成混凝
土浇注，标志着中线干线主体工程胜利完工，全长
1432公里的输水渠道全线贯通。

12月31日 云台山景区荣获国家生态旅游示
范区称号。国家旅游局与环保部联合下发《关于印
发2013年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名单的通知》，全国
共有38家单位被评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河南
省仅有两家单位入选。

同日 陈家沟被命名为首批河南省特色文化基
地。

2014年

1月8日 引黄入焦总干渠正式通水。引黄入
焦总干渠 （从黄河到大沙河入口） 全长 23 公里，
是城市水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焦作引黄灌区
的主要输水渠道，每年可为焦作供水5300万立方
米。

2月7日 青天河景区荣膺河南最佳休闲度假
胜地称号。

3月7日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在我省设立旅
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站。焦作云台山、洛阳龙门石窟
被列为我省观测站首批两大监测重点。

3月11日 市纪委监察局官方政务微博“清风
焦作”在新浪网正式上线运行。

4月12日 2014年首趟“云台山号”旅游专列
从武汉抵焦。

4月25日 “数字焦作”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通过
验收。

5月8日 焦作卫生医药学校移交河南理工大
学管理。市第二人民医院作为河南理工大学附属医
院，归河南理工大学管理。

5 月 21 日至 22 日 焦作市通过国家二类城市
语言文字工作评估。

6月5日 焦作市六个行政服务中心分中心成
立。这六个分中心是，焦作市行政服务中心住房公
积金分中心、房产分中心、公安车辆管理分中心、
公安出入境管理分中心、社会保险分中心、交通运
输分中心。

6月17日 黄河交通学院上升为本科院校。
同日 焦作市人民医院医疗联合体成立。以焦

作市人民医院为牵头医院，全市9所医疗机构共同
组建的市人民医院医疗联合体宣告成立。这是焦作
市成立的首个区域医疗联合体。

6月26日 郑焦铁路全线贯通。

光辉足迹 永恒记忆
——让我们重温焦作历史（十三）

本报记者 李 秋

一根网线，一台电脑，把买家和卖家
“连”在一起，书写了电子商务的神奇篇
章。时下，电子商务以其高成长性，逐渐
成为我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不断催
生新机遇、新产业，为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搭建了绝佳平台。

2016 年 ， 我 市 电 子 商 务 交 易 额 达
711.4亿元，同比增长30.5%，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7 个百分点；网络零售额 73.9 亿
元，同比增长 29.9%，高于全国水平 3 个
百分点。今年第一季度，全市电子商务交
易额达 266.5 亿元，同比增长 12.76%；网
络零售交易额达 27.5 亿元，同比增长
12.76%。

聚力：
多样性园区发挥载体作用

近年来，我市立足地区资源禀赋，注
重区域电商对消费需求的拉动和特色资源
的发掘，不断完善电子商务空间布局，走
出了一条“产业本土化、平台自主化、品
牌区域化、发展差异化、业态多元化、服
务综合化”的电商发展之路。目前，我市
已建成电商园区 9 个，共入驻电商企业
368家。其中，武陟飞地电子商务孵化产
业园获得“河南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荣誉称号。

位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腾云电子

商务产业园先后入驻浪潮云计算中心、星
通北斗智能物流等 180 个互联网企业，
2016 年实现线上交易额 30 亿元。特别是
浪潮云计算中心为100余家中小企业提供
的行业数据分析、市场价格定位服务，使
企业销售额增长25%以上，充分发挥了示
范引领作用。

温县太极电商园作为构建全县电子商
务产业大框架的基础，在完善服务体系、
提供政策支持、聚焦开发特色产品、创业
孵化等方面做文章，重点引进电子商务、
信息软件、设计研发等电商企业32家，电
子商务交易额累计达8000余万元，并成功
孵化了瑞通物流园区、军伟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等5家电商企业，实现网上零售交易
额5000万元。今年年初以来，闯狼鞋业、
瑞铂电子两家企业在中原股权交易中心成
功挂牌上市。

山阳区华融国际电商产业园，是由山
阳区政府主导建设的大众创业平台，立足
打造科技创新孵化器，为入驻企业提供技
术网络、数据中心、技术研发等公共基础
设施和相关服务，目前已入驻37家电商服
务企业，已形成较为完备的电子商务交易
支撑服务体系。

发力：
电商市场主体逐步壮大

坚持“对外引进”和“本土培育”两
条腿走路。在培育和壮大电商主体方面，
我市大力开展“双百工程”，即百强电商

进焦作、培育本土百强电商。我市与阿里
巴巴、腾讯、苏宁云商等国内知名电商进
行深度合作。其中，2015 年 10 月份上线
的阿里巴巴·焦作产业带目前已成功入驻
企业545家，日均访问量、日均卖家数量
及综合运营能力均排在全国前20名，上线
以来交易额已突破1亿元大关。如今，小
到一根铁棍山药，大到一台重型机械，越
来越多的“焦作制造”通过阿里巴巴·焦
作产业带走向全国各地。苏宁云商自2015
年 8 月进驻焦作以来，已在全市设立了 4
家门店、5家直营店，加盟合作的网点达
100余家，苏宁物流配送实现了焦作全覆
盖。

此外，我市还培育了豫商易货平台、
温县国际山药交易物流中心、百大商城以
及老师傅食品、尼罗河实业、魅丝黛儿、
众德怀药等天猫旗舰店，电商主体快速壮
大。同时，我市扶持地方企业应用电商和
平台的运营效果得到了全国知名媒体的高
度评价和赞赏。

目前，我市现有各类规模电子商务平
台类、服务类企业393家，应用电商实体
企业1739家，已认定为省级电子商务企业
159 家、省级示范企业 9 家、个体网店
（微店）32917家。

着力：
推动县域经济转型

县域经济是全市经济发展的基石。
博爱县抓住创建国家级农村电子商务

示范县的契机，积极探索“内生型”电子
商务发展路径。该县通过抓“一乡一业”

“一县一品”，以线上市场开拓带动线下产
业发展，全县9个乡镇 （街道） 初步培育
的特色产业达26个。鸿昌街道马营村澡巾
布加工户通过政府引导“触网”发展壮
大，现在该村澡巾布已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60%。同时，该县构建了创业服务、物流
服务和金融服务三大支撑体系，通过持续
开展“县长喊你回家做电商”等一系列特
色活动，培育了博爱人家、伊赛牛肉等一
批电商企业和“山药哥”“花仙子”等网
商、微商创业群体；博爱县以博爱人家公
共仓储中心为平台，整合邮政快递、冷链
物流等资源，组建了博爱县物流企业联
盟，全县物流体系实现了“村村通”；通
过与京东白条、支付宝等电商金融平台合
作，累计为全县农村电商企业发放贷款
2462万元。

武陟县自去年成功创建河南省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后，已培育了河南省
电子商务示范基地1家、河南省电子商务
创业基地1家、河南省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1家，认定河南省电子商务企业22家。

孟州市积极探索“村淘”模式，目前
已开设村淘店 53 家，招募淘帮手 21 人，
交易累计完成近 30 万笔，交易额达 7321
万元。该市在 2016 年阿里巴巴“农村淘
宝”年度颁奖盛典上被授予“农村淘宝”
最具活力县域奖。

给力：
跨境电商实现新突破

2016 年 12 月 13 日，河南进口肉类指
定口岸焦作查验场正式获批，标志着我市
在发展口岸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的道路上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2017年7月11日，随着从美国新泽西
州发来的葡萄籽油、亚麻籽油等10单保健
品在河南德众保税物流中心监管仓经查验
后顺利通关放行，我市成为继郑州之后全
省第二个开通跨境电子商务集货进口业务
的城市；

……
围绕利用跨境电子商务实现优进优出

和外贸转型升级的目标，我市先后对接谷
歌、阿里国际等跨境电商，在跨境电子商
务的定位、布局、模式、阶段性目标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制订了《焦作跨境电
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2016年11月12日，我市与大龙网签
订了共同构建“焦作市跨境电子商务生态
圈”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围绕进口保税仓
和出口监管仓“两仓”建设、线上综合服
务平台建设等项目进行深度合作。

市电子商务发展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我市计划用2~3年时间，构建我市

“一区多园、一园多点、多主体运行、多
模式发展”的跨境电商格局，从而形成以
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
争新优势，打造引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
跨境电商产业集聚地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
新高地。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骐骥之速，
非一足之力。在怀川大地上，电商产业经
历一路风雨，形成了以“一园一区两港多
点”为特色的电子商务版图，由“星星之
火”发展到了“燎原之势”，成为焦作经
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创业创新的主战
场。

焦作电商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

“瓷中君子”绞胎瓷。（本报资料照片）

⬆孟州市电商产业园。 本报记者 李 秋 摄

⬆“村淘母婴节”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李 秋 摄

⬇“掌柜食品”工作人员在配货。
本报记者 李 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