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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新风

2016年9月30日，内江市市中
区农村淘宝区级运营中心暨30个村
级服务站点集中开业，标志着阿里
巴巴“农村淘宝”项目正式落地。目
前，市中区已建成村淘区级运营中
心 200 平方米，仓储物流中心 1500
平方米，村级服务站点 40 个，促成
40多人返乡创业就业。

今年3月，洪家寺村村民黄强的
车轮坏了一个，到线下实体店看后，
黄强发现买一个车轮需要 700 多
元，转而他通过李强在线上另一家
店选购了轮胎，“人家给我送到家，
安装好才不到 600 元，省了 100 多
元，而且质量也有保障。”

“大件的冰箱、空调，大家愿意在
我这儿的淘宝买，村民们想卖点大
米、鸡蛋也可以通过我在农村淘宝发
布消息，帮他们销售。”从购买冰箱、
电视机等大件生活电器，到话费充
值、收寄包裹等生活服务，从代售土
特产品到为村民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李强极力为村民解决各项问题。

在网上买东西，刚开始，很多人

特别是老年人不理解，怕会上当受
骗，为让他们相信自己，李强提供见
货后满意再付款的服务，同时，提供
送货到家的服务，在他的努力下，村
民慢慢接受了这种新颖的购物方
式。看着村民们对电商从最开始的
质疑、抵触到现在慢慢接受而且尝
试着体验，李强打心底觉得开心。

目前，农村淘宝已经将市中区
的柠檬、柑橘等农产品作为县域主
推农特产品，通过村小二或村民将
信息发布到手机淘宝乡村版中“家
乡味”专属板块进行销售，凡是手机
淘宝用户均可进入家乡版直接联系
村小二或者种养殖户，“比如我们村
的柑橘熟了我就可以发布，真是供
不应求，很受欢迎。”通过这种形式，
市中区的农特产品牌也得到进一步
宣传。另一方面，村淘还在面向市
中区拥有淘宝、天猫店铺从事农产
品销售的企业和个人开放农村淘宝
招商入口，全国近3万个服务站对于
入驻的店铺和产品向服务范围的客
户进行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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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两个月，不用出内江，
内江人便可享受在大草原驰骋
的快感。位于内江市中区永安
镇尚腾新村腹地的“川南大草
原”今年10月将开园迎客。届
时，小伙伴们就可以策马扬鞭

“川南大草原”，欣赏蒙古包、马
头琴的别样风情！

对于地地道道的内江市中
区人小夏而言，“川南大草原”
是她最为期待的一个旅游景
点，“开园营业了，一定要好好
去玩一把。”小夏说。

小乡村变大景点
家门口玩转四季

2016 年 11 月 18 日，内江
市中区政府与苏州新城园林发
展有限公司签订《川南大草原
旅游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标志
着“川南大草原项目”正式落户
市中区。2016 年以来，市中区
围绕内江“1357”工作思路，着

力推进“五区同建”，全力打造
成渝乡村旅游样板区，先后引
进“五彩牛桥·玫瑰花坞”、“甜
城玫瑰小镇”等9个重大旅游项
目，“川南大草原”更是在签约
的当月底就开建。

在尚腾新村绵延的山丘之
间，“川南大草原”项目占地
2000亩，总投资超3亿元，将打

造成为川南首个、四川第二个
马术竞技场。

小夏的期待正是得益于市
中区强力引进旅游项目、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的成果。近年
来，市中区结合农村综合试验改
革、脱贫攻坚、产业融合发展，强
力推进“两朵玫瑰、一片草原”、

“两座公园、一个基地”和“两个

4A景区、一片乐园”三个“2+1”
重点旅游项目，向着建设“成渝
乡村旅游样板区”的目标发展。

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打造成渝乡村旅游样板区

值得一提的是，“川南大草
原”还是市中区农业供给侧改
革的一个典型。

在深化农村体制改革中，
市中区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
改革，探索土地经营权退出，形
成退出换现金、换股份、换保障
的“三换”做法。

这一改革思路始终贯穿
“川南大草原”建设的全过程。
在总共2000亩的建设规模中，
承包权退出的土地面积达
到了356亩，通过公开挂牌
流转，引进川南大草原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旅游设
施建设，由政府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并移交给村集体经

济组织进行经营管理。
建成后，村集体经济组织以

退出的356亩土地和新建设的
基础设施与企业进行股份合作，
发展生态观光旅游，将为集体经
济新增20万元以上的年收入。

这是内江市中区深度挖掘
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历史文化
资源，以文化价值为取向，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打造旅游商品，
扩宽农民增收渠道，推进产业融
合发展的典型。市中区还坚持
农文旅融合发展，大力实施

“21111”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全
力打造“成渝乡村旅游样板区”。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徐庆
摄影报道

“村小二”网上卖力吆喝
甜城柠檬柑橘飞入万家

今年30岁的
李强在2016年以
前，怎么也没想
到，有一天自己
和本村村民的关
系会如此紧密融
洽。作为内江市
市中区朝阳镇洪
家寺村村民，李
强还有个“村小
二”的头衔，在市
中区“工业品下
乡、农产品进城”
计划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

2016 年 7 月
25 日，内江市市
中区政府与阿里
巴巴集团正式签
约“农村淘宝”项
目。首批农村淘
宝合伙人招募，
吸引了上千人报
名。经面试、实
践、复试等环节，
最终30人通过考
核，被正式确定
为首批市中区农
村淘宝合伙人，
也 就 是“ 村 小
二”，李强便是其
中一员。

村 淘 中 的“ 村 小
二”只是近年来市中区
发展农村电商一个小
小的缩影。站在“互联
网+”的风口之上，如何
让工业品下乡、农产品
进城，一直是市中区思
考的方向。市中区是
全省“宽带乡村”试点
县（区）之一，2015 年
已实现50余个行政村
宽带网络覆盖，农村家
庭 宽 带 普 及 率 达 到
29%。同时，全区互联
网和移动4G通信网络
已实现了全面覆盖；村
村通公路、村村通有线
电视、村村通电讯等

“村村通”工程也实现
了 100%覆盖，为开展
电子商务应用创造了
良好条件。

解 决“ 农 产 品 进
城”的背后是一套农村
电商发展体系，市中区
通过引进和培育企业
主体、打造本土产业品
牌、推广全企触网用
网，大力推进电子商务
农村。

2015年以来，市中
区先后引进阿里巴巴农
村淘宝、浙江赶街网、苏
宁云商、成都乡村易田
等知名农村电商平台企
业，借助其雄厚的资源
优势和成熟的发展经
验，加快农村电子商务
服务功能的落地。

2016 年 以 来 ，市
中区推出了“汉安韵”
文化产品品牌、“甜城
乡土”农产品品牌、“甜

城味道”美食产品品牌
等三大具有鲜明特色
的地域品牌，还注册了

“汉安乡情”微信公众
号等市场推广品牌，成
功打造了包括“优丽
可”柠檬、“上塘坊”火
龙果、“朝阳鲜”柑橘、

“忆常心”大米等多个
特色品牌，并实现上线
销售。企业利用微信、
QQ等新媒体工具融合
创新，推广、销售各类
产品，城里的王记牛肉
干、老甜城花生酥等也
已成为热销的本土电
商产品。

截至目前，市中区
已累计建成镇村两级
服务站点 117 个，实现
镇级全覆盖，行政村覆
盖率达到78%，农村电
商服务人次已超过 20
万，切实搭建起了“工
业品下乡”的市场流通
体系，让农村居民实实
在在享受到了电子商
务的便利和实惠。

如今，“上塘坊”火
龙果、汉安夏布绣、“朝
阳鲜”柑橘……这些曾
经深藏闺中的农特产
品，借电子商务之风，
吹进了城里的千家万
户，不仅销量上涨，还
形成了特色、品牌，可
以说，农产品进城不再
是难题，而未来，随着
电商和物流的进一步
完善，可以预见这些农
产品还将走得更远。

华西城市读本记
者 徐庆 摄影报道

乡坝头有了“村小二”买卖找他方便还实惠

电商之风“吹”进农村
农产品进城不再难

打造成渝乡村旅游样板 内江市中区乡村变景区

李强在内江市市中区洪家寺村经营的农村淘宝店。

内江市中区全力打造成渝乡村旅游样板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