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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地方的农村电商服
务站，村民们已经不局限于在
网上下订单了，缴电话费、水电
费、订票……统统用一部手机
搞定。

家住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
的郑女士几年前还不会用手机
购物，现在已经是一个名副其
实的“网购族”。如今，孩子的
教育培训、家庭旅行都是通过
手机“一键解决”。

着力推进农村商业的生态
建设，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
也在从农村电商的下沉发展到
金融、医疗、教育等资源领域。

目前，不少农村电商服务
站点，已开始发展成为生态服
务中心、创业中心和文化中心，
为农村居民提供休闲娱乐场
所，让农村长出互联网基因。

技术带来变革。电商发展
以信息技术赋能农村，通过改
变人的思维理念，为乡村搭建
起更多互联网时代的商业基础
设施，将农村与互联网商业文
明连接起来。

商 务 部 数 据 显 示 ，2016
年，农村网商达 811万家，带动
就业超过 2000万人。同时，农
村网民数量也在增加。一份关
于中国互联网发展情况的报告
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农村网
民占比为27.4%，规模为2.01亿。

“电商发展不仅改变贫困
地区农民的生活、生产和思维
习惯，也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
返乡创业，为城镇化发展注入
动力。”中国社科院财经院互联
网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勇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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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电科大的毕业生以前被
人戏称‘一简没’——一个班毕业
的毕业生带着简历到‘北上广’，没
有一个回来的。”

电子科技大学校党委副书记
申小蓉说，近年来，情况发生了明
显变化：该校本科、研究生留在成
都和重庆工作的比例达 40％左
右，且仍有提高趋势。

坚守“北上广”还是逃离“北上
广”，多年来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
点话题，也令很多大学生纠结。不
过，近两年，大学毕业生的“一线城
市情结”明显松动，越来越多的人
将“新一线”城市作为就业首选。
由于中国均衡化发展的红利正向
这些新崛起的城市倾斜，就业地点
多元化的选择已形成明显趋势。

智联招聘日前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2017
届应届毕业生签约新一线城市的比例与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四城持平。此外，这些毕业生
中 希 望 到“ 新 一 线 城 市 ”就 业 的 比 例 达 到
37.5％，高于希望到一线城市就业的 29.9％。

猎聘大数据研究院制作的 2017年一季度
人才净流入排名 TOP10 城市榜上，杭州排名
最高，人才净流入率达 11.78％，武汉以 6.79％
排名第三。成都则排名第七位，高出北京
0.5％，仅比上海低 0.02％。

“前两年公司招人，外地大学生也就零星
几个，高端的更少。”总部设在重庆高新区的聚
土网分管总监黄祖舸说，“但去年 10月招人的
时候，来应聘面试的有北上广深各地高校的硕
士、博士，挤了满满一走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
员张立群认为，所谓“新一线城市”就是一些媒体
眼中城市经济体里的“发展新秀”，是相对于北上
广深四座“老牌”一线城市而言的。“新一线”具体
包括哪些城市并没有统一说法，但普遍认为杭
州、武汉、成都、重庆、苏州等城市名列其中。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认为，“新一
线”城市对毕业生的强大“吸引力”，与这些城
市经济高速发展的态势直接相关。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目前
GDP 达万亿元规模的城市有 10 个，除北上广
深之外，重庆、成都、武汉、苏州、杭州等城市都
在其列。

成都近年来的发展势头有目共睹。西南
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陈涛称，从
2016年全国省会城市GDP增速统计来看，成都
仅次广州位居第二。目前，世界 500强企业已
有 278家入驻成都。据四川统计局的数据，截
至 2016年，成都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2098家，高
新技术总产值8387亿元。

在国内大城市中，杭州是屈指可数的连续
六个季度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城市，第三产业占
比已达到 61.1％。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
中心今年 4月发布的报告指出，互联网金融发
展指数杭州居全国首位。根据智联招聘最新
调研报告显示，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目的地
中，杭州排名前五位。

值得注意的是，人才流动所形成
的新趋势，并非仅仅缘于一线城市的
人口政策收缩与资源承载力不足，“新
一线”城市对大学毕业生的争夺竞争
日趋白热化，核心“套路”包括：

——松绑户籍限制。
“对我而言，毕业后能在大城市落

户、买房就是最实在的。”家在贵州的
重庆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本科应届生吴
潼说。他毕业选择留重庆发展，已与
电子科技领域一家顶尖公司签约。

城市户籍仍意味着资源与福利。
目前，一线城市的户籍政策普遍收紧，
北京 2017年将继续削减近半大学生留
京户籍指标。相形之下，成都、武汉、
重庆等城市则纷纷出台针对大学生的
宽松户籍政策。

成都允许外地高校毕业生在创业
地办理落户手续。武汉的“百万大学
生留汉计划”规定：毕业三年内的普通
高校大学生，凭毕业证即可申请登记
为武汉常住户口；超过三年的，符合简
单条件也可申请。

——通过优惠和扶持政策营造优
越创业环境。

四川美术学院的布志国是河北邯
郸人，他毕业后选择留在重庆任教，并成
立了漫达文化公司。在川美大学生文化
创意微型企业园中，他以每月不到千元
的成本取得了经营空间，校方对大学生
创业的多项补贴，让他找到了优秀的合
作伙伴。再加上当地税收的优惠政策，
短短两三年间公司就站稳了脚跟。

通过优惠政策营造优越创业环
境，吸引优秀人才，是很多“新一线”城

市地方政府和高校的普遍做法。
据重庆市就业服务管理局的数

据，2015年以来，重庆市累计资助创业
项目 595 个，发放资助金 1665 万元。
减免担保费 3000 余万元；成都市将创
业培训补贴、创业实体补贴、孵化创业
项目补贴和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对象，
都扩大到所有在校大学生；武汉的“创
谷”，则是由政府拿出最优质的城市土
地等资源，交给创新创业者经营使用。

——发掘校友资源吸引人才。
“一个同学眼尖，说那不是雷军

吗？然后大家就呼啦啦都围上去了，
特别兴奋。”武汉市招才局招才引智工
作部部长王凤，向记者描绘小米公司
董事长兼 CEO 雷军回到母校武汉大
学时的情景。

雷军是武汉市“百万校友资智回
汉”工程的首批“招才顾问”。“目的就
是让‘大咖’校友成为武汉的名片，引
来更多人才。”王凤说。记者了解到，
为了在城市之间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脱
颖而出，武汉大力发掘“高校之城”的
校友资源，用青春回忆与“大咖校友”
的魅力，大打感情牌。

留在成都创业的电子科大毕业生
罗敏告诉记者：“大多数电子科大的创
业者，初期都受惠于学校的各项支
持。而且同学们经历了校园文化的熏
陶，往往有共同的价值观，更容易沟
通，所以公司用人更青睐校友”。

“大学生用脚为宜居宜业的城市
‘投票’，哪里有发展的希望就去哪
里。”中国人民大学法治与社会治理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旭教授说。

“新一线”城市
彰显巨大“吸引力”

“抢人”竞争白热化
户籍管理、创业环境和人情是核心

“新一线”浪潮
将影响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分布格局

新生活
新模式
新生态

——农村电商高速发展观察

多名专家认为，毕业生进军“新一
线”的浪潮，将直接对我国人才分布乃
至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大学毕业生到“新一线”城
市就业，将有力加速这些城市转型升
级。按《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重庆
定位是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金融
中心、商贸物流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
航运中心，跨境电商、云计算等高端服
务业正在两江新区蒸蒸日上。武汉则
启动建设长江新城，规划建设国家科
学中心、武汉超算中心，以及创建国家
级医学中心、国家健康示范城市。

“毫无疑问，优质人力资源将为这
些城市的转型发展，提供至关重要的
动能。”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
家刘元春教授说。

其次，大学毕业生将是未来“新一
线”城市保持活力和持续发展的重要
资源。武汉、成都等多地人社部门负
责人均不乏忧虑地告诉记者，目前，当
地人口老龄化趋势已明显加速，放眼
城市未来的发展，健康、优质、平衡的
人口结构至关重要。

此外，更多大学毕业生选择“新一
线”城市，将有助于改善长期以来中国
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据猎聘大数
据研究院报告显示，2017年一季度，北
京人才需求以 26.11％的占比排名第
一。专家指出，北京在人才需求上的

“大比分”胜出，意味着大城市的虹吸
效应仍然突出。

刘元春认为，大学毕业生进军“新
一线”，使各个城市之间的发展更趋平衡
和互补，“在家门口就业”成为新趋势。

重庆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李为
民说，2016年全市高校毕业生 20.75万
人，其中有 60％以上选择在重庆就
业。市外高校就读的重庆籍大学生，
则有 30％选择回渝就业。数量与比例
都呈现上升态势。

刘元春说，一线城市垄断全国大
部分优质工作岗位与发展机会的格
局，正发生深刻改变。苏海南认为，

“新一线”城市的崛起产生大量就业机
会和创业空间，“今后，年轻人在个人
发展与‘背井离乡’之间艰难选择的纠
结，将越来越少。” 据新华社

从工业品下乡，到农产品进城；从卖产品，
到优结构；从手机下单，到网购服务……随着农
村与互联网商业文化连接的日趋紧密，电商这
趟“高速列车”正给乡村生活发展带来巨变。

“买卖不用四处跑”
鼓了腰包火了生活

在甘肃庆阳环县高寨村的
一面墙上，有这样几个字：“农
村电子商务好，买卖不用四处
跑”。这句话也是当地农村电
商发展的真实写照。

自从京东在高寨村设了服
务点，推广员陈彦东每天要接
几十单，大到冰箱、空调、电视
机，小到牙膏、香皂、剃须刀。

“村民们爱网购不是光图便宜，
更因为产品质量好。”他说。

像这样的服务点如今遍地
开花，发展势头如火如荼。商
务部数据显示，阿里巴巴“千县
万村”计划已覆盖约 700个县 3
万个村，合伙人超过 3万人，京
东已招募 30万名乡村推广员，
苏宁加速本地化进程建设服务
点超过 1万家。

农村消费格局因“网”而
变。足不出户就享受到买全
国、买世界的“福利”，农村土特
产品有了飞出“山沟沟”的机
会，农民鼓起了钱袋子，生活幸

福指数大大改善。
具有百年草莓生产历史的

辽宁省东港市，去年草莓的电
商渠道销量占比达到 80%以
上。今年前三个月，通过电商
售出的草莓金额达 120 万元。
互联网为当地农民致富插上了

“飞翼”。
依托互联网销售农产品模

式，东港市还推出有机越光大
米众筹认养活动，消费者可以
通过虚拟现实 VR 技术监测稻
田生长情况。“这种模式将销售
端前移到生产端，既打响了产
品知名度，又增强了消费体验，
未来要推出更多这样的模式。”
东港市市委书记杨乃文说。

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
农村网络零售额为 8945.4 亿
元，约占全国网络零售总额的
17.4%。对于社会消费总额约占
全国50%的县域经济来说，农村
电商的发展犹如经济发展“倍增
器”，为当地注入新的活力。

用“要什么”倒逼“种什么”
催生产业脱贫“生意经”

农村电商发展带来新业态
喷涌，正加速推动农业经营由

“种什么卖什么”向“要什么种
什么”的供给侧改革转变。

在陕西咸阳武功县，“80
后”农产品电商大咖李春望，已
经把一个以前每天进账几十元
的农特产零食小网店做到了年
销售额近 3 亿元的店铺。如
今，通过电商大数据，他跟当地
农民成立了生产猕猴桃、葡萄、
地瓜等合作社，根据消费者需求
种植和生产农产品，销路大增。

“发展农村电商能助力实
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把农民
从卖初级产品的价值链低端解
脱出来，体现了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本质。”武功县县委
书记田一泓说。

利用农村电商平台整合农
业资源，进行集约化、规模化订
单农业生产，并通过网络平台拓
展市场，形成产、供、销紧密衔接
的产业链，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贫
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选择。

“电商扶贫，要更重视产业
带动脱贫致富，只有帮助地方
建立起有特色的产业和经济发
展生态，才能真正做到‘授人以
渔’。”京东集团首席执行官刘
强东说。

电商的发展，带动了一批
关联产业，包括纸品包装、农
产品加工，以及电商服务业、
仓储物流等配套产业的发展，
加速了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发
展进程。

环县电商的发展就是这
样。为从源头上解决网货产品
供应不足问题，环县今年要打
造统一订单种植、统一生产加
工、统一品牌包装、统一网上销
售、统一打包发货、统一仓储配
送的“六统一”闭环发展模式。

在商务部等部门实施的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区中，
有 105 个国家级贫困县，平均
实现网络零售额 2.2亿元，是全
国 832 个国家级贫困县平均网
络零售额的 1.8倍。

从手机下单到网购服务
“互联网＋”赋能农村商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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