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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主任 干利秀

300个农村电商服务站点已建成

安岳电商正“上山下乡”
1至6月，全县电商交易4.1亿元，同比增34%

■ 杨国华 本报记者 谭阁飞 王继

上半年，安岳迎
来电子商务发展热
潮 ：网 销 柠 檬 占

10%、县域柠檬交易
网络平台成功上线、
九成以上电商从业
者都在卖特色农产
品；“安岳柠檬网”、
“安岳新农村商网”、
“中国安岳特产网”
本地电子商务网站
相继上线……1-6
月，安岳电子商务交
易额4.1亿元，同比

增速34%。

个 体 网 店 476
家、农产品电商从业

人员3000余人，线上

交易额2.3亿元。

安岳白水乡真武村电子商务
服务站，是“电子商务进农村”的第
一批“双向通道”村级电商服务站，
今年投入使用后，转变了当地农民
的购物观念，无论是购买农资、还
是网上购物，甚至是本地农民创业
开网店，都今非昔比。

“现在都在网上买东西，既方
便，又省钱。”永顺镇村民肖玲说，
她通过“电子商务服务站”开启了
全新的农村购物体验。

谢培强介绍，为打通“工业品
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
上半年，已有 35 个“电子商务服务
站”投入使用，覆盖 20多个乡镇，具
备快递收发、商品批发、线下代购、
便民服务等功能，基本形成了“一
个服务站带动一个村”的电子商务

发展思路。年底之前，还将有 400
余个服务站投入使用，全面形成
县、乡镇、村为一体的农村电子商
务服务网络。

随着电商渠道下沉，农村电商
市场成为一块“香饽饽”，阿里巴
巴、京东、苏宁相继入驻，正着力打
造安岳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点和电
商物流配送站点，仅京东一家，已
在 30余个乡镇建立 50个服务站点，
网购电器初步实现进村入户。此
外，“淘宝安岳特色馆”和“京东商
城安岳特色馆”等区域特色的农产
品电商服务也已立项。安岳已建
成具备电商服务功能的农村便民
服务站点 300 余个，为发展农村电
子商务，打通城乡流通瓶颈提供了
强劲基础。

本报讯（记者 刘雨润）日前，记者从市人
民银行了解到，截至 6 月末，我市金融机构各
项贷款余额达 679.2亿元，较年初增加 34.7亿
元，增长 5.4%；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1340.6
亿元，较年初增加 91.5 亿元，增长 7.3%；存贷
款总量突破 2000 亿大关达 2019.8 亿元，同比
增加 10%。

从贷款对象上看，上半年新增个人贷款
18.7亿元，其中新增个人购房贷款 9.1亿元；新
增企业贷款 11.1亿元，其中 5.7亿为企业票据
贴现融资；新增机关团体贷款 4.9亿元，全部为
政府土地储备机构贷款。

从投向行业看，贷款向交通、物流、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倾斜，建筑业和房地产
业贷款则同比减少。今上半年新增交通运输、
邮政和仓储业贷款 4.2亿，新增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贷款 3.6亿，同比多增加 3.2亿元；而建筑
业贷款和房地产业贷款较年初分别减少 4.8亿
元和 0.2亿元。

从贷款投放区域来看，上半年辖内三个县
（市）新增贷款 26.6亿元，占全市新增贷款总量
的76.6%，较去年同期提高了24个百分点，对支
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倾斜力度明显加大。其中：
安岳新增贷款11.6亿元，居第一位，是去年同期
的 2 倍，简阳新增贷款 11.5 亿元，比雁江多增
3.3亿元，乐至新增贷款3.4亿元，增幅5%。

新华社成都7月21日电（记者 陈地）20日
下午，成都市政府与京东集团在成都签署“关
于电子商务进农村战略合作协议”，将联合打
造一批重大的为民、惠民的农村电商项目，帮
助村民创富和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

此举被视为成都农村开始全面推行“互联
网＋”。根据协议，成都市农村产业、资源将与
京东物流、采销、人才管理、信息技术、金融等
优势深度结合、有机对接，在成都打造“互联
网＋农村”战略项目，形成发展合力。在现场，
成都市崇州市、蒲江县、邛崃市、金堂县等分别
与京东签署电子商务进农村战略合作协议。

据了解，此次双方签署协议，旨在解决农
村和城市消费品市场流通环节多、流通成本高
的问题，促使电商平台和农产品原产地实现合
作，让农村消费者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购买到性
价比高的家电产品。同时，城市消费者通过电
子商务平台也可购买到能追溯源头的放心农
产品。

此外，成都市政府将协助京东建立“县级
服务中心”、“乡村合作点”、在当地招募乡村推
广员，完善覆盖配送到户的自营物流网络，共
同打造成都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示范村以及
农产品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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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淘宝网站，输入“安岳柠
檬”四个字，点击鼠标、“柠之恋”、

“华柠”、“小炊事”、“温馨柠檬”等
安岳柠檬网店跃然于眼，金灿灿的
柠檬鲜果垂涎欲滴，而上万条的购
买记录更是见证了网销柠檬的火

热程度。
安岳县商务局电商办主任杨青

松坦言：“去年，柠檬网上卖断货，一
年网上订单超过 5 亿。”不可否认，
安岳柠檬已经成为安岳诸多特色农
产品搭乘“电车”的“头等舱客”。

“个体网店 476家、农产品电商
从业人员 3000 余人，线上交易额
2.3亿元。”安岳县商务局副局长谢
培强说，传统农业合作社、农产品
商贸，供销渠道单一、不稳定，线下
交易束缚着企业的壮大，“互联
网+”已经成为安岳大部分传统农
商企业，升级转型的“必经之路”不
仅拓展了柠檬产品的销售渠道，更
有力解决了安岳红薯粉条、坛子
肉、通贤柚等 20 余种特色农产品

“买难卖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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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金融机构
存贷总量
超2000亿

“牵手”京东
成都农村全面推行

“互联网＋”

■ 本报记者 刘雨润

串串葡萄挂枝头，果农脸上绽笑容。7月 20日，记
者在乐至高寺镇清水村看到，600 余亩葡萄喜迎丰
收。近年来，乐至县大佛镇东禅蔬菜产业、劳动镇福乐
村梨子产业、良安镇杨柳村的琯溪蜜柚等流转带，让业
主、农户尝到了土地流转的甜头。截至 6月底，该县农
村土地流转面积 15.52万亩，实现了多方共赢局面。

盘活土地 走出农业新路子

7月中旬，清水村的葡萄采摘节着实火了一把，四
面八方的游客纷纷前来体验采摘葡萄的乐趣，葡萄订
单源源不断，今年葡萄不愁销路。走上规模化、集约化
种植的葡萄，产值节节攀升。

据高寺镇政府负责人介绍，该镇因势利导，因地制
宜搞土地流转，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
整，实现了由过去传统的粗放型向高收益、集约化发
展，给业主、农户带来了实惠。

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发展农村土地流转，推动
规模经营是大势所趋。为深化农村改革，解决“谁来种
地，怎样种地”的问题，乐至县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鼓励引导农户将土地流转给种养殖大户、家庭农
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并积极利用土地整理项目，引进
专业种养大户，发展标准化、生态化、专业化生产。

宝林镇利用现代农业和粮油产业大县土地整理项
目来改善基础设施，引进外来业主进行开发，流转土地

1200 亩；蟠龙镇利用相关项目，发展大明寺蔬菜专业
合作社，流转土地 614亩，并与四川美洛斯林生物科技
公司合作，生产高赖氨酸玉米挂面，取得良好经济效
益；龙门乡利用土地整理项目流转土地 1745 亩，打造
集生猪、山羊、林下养鸡、梅花鹿等养殖和现代畜牧技
术推广为一体的大型畜牧业科技示范园……

盘活了土地要素，做活了土地文章，乐至县走出了
一条土地规模化、农业集约化的新路子。

多方共赢 共享流转新效益

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轻松挣了双份钱，这让他们喜
上眉梢。“以前种水稻，不仅需要购买农资产品，还担心
技术问题，付出巨大的劳动力，收入也仅仅只能填饱肚
子。”盛池乡百担丘村村民谭明德说，现在流转土地给
承包业主之后，不仅省心省力，还能增收。

据了解，农户通过出租土地，可获得每亩 600-700
元较稳定的土地流转租金。另一方面，通过租地，业主
聘用劳动力还可取得月均 800 元工资收入，真正实现
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在天池镇田家沟村，业主前来流转200亩土地发展
莲藕规模种植后，今年不仅即将迎来丰收年，还带动了该
村生态观光农业发展，利用举办“荷花节”等活动，村民们
的土特产根本不愁销路，农家乐生意更是相当火爆。

下一步，乐至县还将借助土地确权建立的信息平
台，搭建土地流转信息平台，继续探索流转新模式和完
善服务体系，引领农户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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