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郑莉

记者日前从安徽省商务厅获悉，安徽省

通过组织开展网络促销、开展电商示范创建、

加强电商品牌培育、优化电商发展环境等方

式，多点助力打造徽商皖货品牌。

据了解，安徽省积极参与国家电商示范

申报，合肥荣电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被确认为

第二批数字商务企业。开展省级电商示范创

建，评选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园区 32 家、企业

53 家。组织开展“三品一标”认证培训，向中国

电商扶贫联盟推荐国家级贫困县“三品一标”

认证帮扶企业 8 家、备选帮扶企业 7 家。

该省开展 2020 安徽省“电商直播年”活

动，活动当晚网络直播销售茶叶约 3000 万

元。黄山市与拼多多平台开展“多多春茶节”，

活动当晚销售保鲜茶约 200 万元。与北京字

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抖音） 开展“茶产业

领航计划”，全省 138 家企业报名参与。为

加强品牌培育，该省举办网货大赛，通过将

好产品提升为好网货，培育安徽本土电商品

牌。为了优化电商发展环境，举办 2020 安

徽省网商大会、举办安徽省首届电商直播大

赛等，开展“公益直播，风采展示”活动。

■ 涂端玉

面向“十四五”并谋求自身高质量发展背

景下，广州本土高端洗护品牌也在积极拥抱双

循环。阿道夫总裁李志珍透露，旗下德谷现代

化 GMP厂房已一次性获得了美国药监局 GM原

Pc认证及欧盟 ISO22716质量体系两项国际权

威认证，这也为阿道夫“出海”夯实了底座。

在日前进行的“阿道夫高铁助力把爱带

回家”高铁品牌专列广州站首发仪式上，李志

珍表示，“新国货”的崛起不只是自我满足，其

发展一大路径就是“出海”。2020 年中国已成

为全球经济正增长主要经济体，“新国货”迎

来了全球化布局良机。阿道夫作为年零售额

超百亿元的中国高端香氛洗护头部品牌，有

责任带领“新国货”走出去，与老牌国际日化

巨头“掰手腕”，从而拓宽中国日化在国际市

场上的道路。据悉，德谷以 10 万级医药工业

洁净室的起点建设现代化 GMP 厂房，该厂房

是集生物技术产品研发、生产、质量检测于一

体的高新技术平台，远超 30 万级的 GMP 指

定标准。德谷生产的产品质量体系已经达到

了国际化标准，这意味着其可以确保所有产

品在安全无污染的环境下生产。

■ 李源 李鑫津

1 月 19 日，扬州市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开

幕，市长张宝娟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介绍，

2020 年扬州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6000 亿

元，增长 3.5%，人均 GDP 突破 13 万元。

张宝娟说，“十三五”顺利收官，扬州高水

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过去

五年，全市 GDP 连续迈上 5000 亿元、6000 亿

元两大台阶，百亿级企业净增 4 家、总数达 7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 1600家，是 2015 年

的 2.5 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4.71 万元和 2.47 万元，比 2015 年增长

43.1%、48.8%。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全部脱

贫，平均低保标准提高 31.5%。扎实开展长江

大保护，率先规划建设江淮生态大走廊，关闭

退出化工企业 501 家，长江生态岸线占比提

升至 56.9%，林木覆盖率、自然湿地保护率分

别达 24%、60%。打造“世界运河之都”“世界

美食之都”“东亚文化之都”城市新品牌，成功

承办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第十届省园博会、首

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创成全国旅游标

准化示范城市，连续四届获评全国文明城市、

连续八届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城。

面向“十四五”，扬州将加快产业科创名

城、文化旅游名城、生态宜居名城建设。力争

到 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8000 亿元，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5 万元；进一步放大

“三都品牌”效应，开放型经济质量和水平持

续提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基本

形成；社会治理更高效能，创成全国市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城市，全域创成全国文明城市。展

望 2035 年远景目标，扬州将基本实现新型工

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主要创新

指标全面赶超省均水平，经济实力、科技实

力、综合竞争力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居民人均收入在 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

“强富美高”新扬州的现代化图景初步展现。

■ 徐建华

首届大运河城市品牌发展论坛日前在北

京通州大运河畔举办。论坛以“聚焦大运河城

市，谋划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发布《品牌评价

城市》《新型城镇化品质城市评价体系》两项

国家标准，研究出版《运河城镇笔记》等图书

和筹建大运河城市品牌集群，推动培育一批

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品牌城市。

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名誉会长、经济日报

前总编辑冯并发言表示，运河申遗在 2014 年

落地，应该进一步增强它的活力，为绿水青山

增添色彩。

中国城市报总编辑杜英姿在致辞中指

出，大运河城市品牌是城市品牌的一个子课

题，一定要提高政治站位，打造中华文化重要

标志，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华传统文化持久

影响力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命力。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金融研究中心理事

长吕世杰在讲话中指出，城市发展离不开城

市品牌。2019 年，京杭大运河（通州城市段）

北关闸至甘棠闸段 11.4 公里正式通航，为大

运河全线通航奠定了基础，运河的经济价值

将日渐突出，运河的再次复兴指日可待。

中国城市报社副总经理常亮主持会议时

介绍，大运河跨越 8 省市，沿线城市差别较

大，应因地制宜、一城一策制定不同的发展规

划，呼吁运河城市加强区域合作，举办大运河

协作带城市轮值会议，让大运河城市品牌集

群属于世界、属于未来。

北京市通州区、河南省洛阳市、河北省衡

水市、山东省泰安市等多个大运河沿线城市

的主要领导分别以不同形式对本次论坛表示

关切，有意加强城市间合作，对大运河国家公

园带建设充满期待。

■ 王小勇

记者近日获悉，“黔系列”品牌专柜已建

成 25 个，其中贵州省内 23 个，省外 2 个，目

前，各专柜正在积极铺货中。

据介绍，2020 年，贵州省“黔系列”

品牌联席会议办公室启动了规划设立一批

“黔系列”品牌专柜 (专卖店、连锁店等) 的

计划，通过经企业申报、资料核实、现场勘

查，确认了首批“黔系列”品牌专柜 (专卖

店、连锁店等) 企业名单。该计划旨在进一

步拓宽“黔系列”品牌产品销售渠道，提升

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推动具有民族文

化特色和绿色生态优势的“黔系列”产品深

入市场，走进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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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琳 谭凯兴 赖萍静

“十三五”期间，广西融安县创新“产业联

动”模式，大力实施“百村万亩金桔园”“千亩香

杉产业园”“大电商新农人”等村集体经济品牌

项目，实现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与贫困群众

减贫带贫“双赢”，一果富一城成效出显，一果兴

百业尽显活力，2017 年以来，总共投入

16696.66 万元，收入 2922.29 万元，助力 8200
多户贫困户发展产业、就近就业、脱贫致富。

集体项目重点抓

“通过发展村集体经济，提升农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提高基层管理水平，带动贫困山区

农村快速发展，实现村强民富的目标。”柳州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融安县委书记陈宏介

绍说。

融安县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

“书记项目”，建立县委书记挂帅任组长，县处

级领导每人联系一个乡镇、乡镇领导班子每

人包一个村、县直单位与行政村结对的工作

责任制，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谋思路、解难

题、找资源。开展强村带弱村帮带行动，通过

政策上扶持、资金上倾斜、项目上联动，带动

强村弱村平衡发展。实行“公司化”运作，全县

共整合 87 个村民合作社集体经济发展资金

5457 万元，注册成立顺达实业等三家集体经

济公司，开发出租车联营、旅游休闲观光、香

杉加工产业园厂房建设等项目。目前，融安县

148 个村村级集体经济均达 5 万元以上，年收

入 10 万元以上的村 30 个，培育了一批年收

入超 20 万元的集体经济示范村和超 50 万元

的集体经济强村。

“我们仅 2020 年就整合各类资金 5491.56

万元扶持发展集体经济，有效确保每个村都

有项目、有资金扩大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陈

宏说道。

特色产业用心抓

一果兴百业、一果富一城。近年来，融安

县充分发挥融安金桔品牌优势，通过本村种

植、联村种植，实施金桔产前无病毒育苗、产

中标准化种植、产后电商销售项目。金桔“全

产业链”集体经济项目覆盖全县 77%的行政

村，带动全县新增种植金桔面积 6.2 万亩，实

现“滑皮金桔出产量全国第一”，成为融安县

村级集体经济的一张名片。

“发展村集体经济要根据当地发展实际，

依托村级集体拥有的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基

础、人文特色等，打造符合当地发展实际的特

色发展模式，深入挖掘村级集体资产的综合

价值，让村集体经济成为发展的新引擎。融安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曾宪智如是说。

在金桔“全产业链”项目模式带动下，融

安县发展河边鱼、飞鸡特色产业项目 22 个，

打造市级集体经济产业示范园 1 个，县级产

业园 6 个，乡镇产业园 16 个，带动 72 个村每

村增收 2 万元至 80 万元，1200 多户贫困群众

共同发展产业，户均增收 4000多元。

6000多户贫困户减贫脱贫

“我们公司安排 20 余名贫困群众就业，

平均工资达 4500 元，每天还管中午饭和晚

饭。”融安金桔公共云仓负责人韦小东介绍

说。

融安金桔公共云仓是该县打通“村集体

经济+电商+农户”供需链条，投资 500 万元村

集体经济资金打造，实施村级集体经济电商

销售项目，利用云仓为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岗

位，实现减贫带贫“双赢”。

融安县建立村集体经济利益联结及减贫

带贫机制，强化劳务联结，组建村集体劳务

队、村集体施工队，聘请贫困群众到项目基地

务工、负责一事一议工程项目施工等，带动贫

困群众家门口务工就业。强化订单联结，鼓励

电商能人优先与贫困户签订农副产品销售协

议，以高于市场 0.5 元左右的价格优先收购贫

困群众农副产品。在天猫、京东等平台开设

“壮妹直播卖金桔”“山货上头条”专场销售活

动，打通农副产品销售渠道。

“在这里包装金桔，每天可以有 100 多元

的收入，多劳多得。”来自易地扶贫搬迁小

区———融康社区的贫困户蒋新兰日在融安县

金桔“云仓”打包时说。

近年来，全县组建劳务队 68 支，施工队

50 余支，有效保障 1900 多名脱贫人口稳岗就

业。全县新增电商能人 98 名，开办电商企业

300 多家，带动金桔网销 4.73 万吨，6000 多户

贫困户减贫脱贫。

广西融安壮大集体经济品牌
实现提质增效与减贫带贫“双赢”

■ 王源

滋补益气的上党党参、颗粒饱满的黄小

米、鲜香可口的上党驴肉、晶莹剔透的旱地西

红柿……1 月 20 日，走进位于山西省长治市

云步街 8 号商铺的长治有机旱作农业区域公

用品牌“半分耕”首家旗舰店，只见各色长治

本地特产琳琅满目，市民正在参观、购物。

“半分耕”由长治市农业农村局打造，由

山西新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营推广，

是政府所有、公司运营的模式创立的覆盖全

区域、全品类和全产业链的地级市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通过“半分耕”区域公用品牌价

值体系的带动，市级整体品牌+区域公用品

牌+企业产品品牌的宣传方式，引领长治市农

业产业发展提升，集中推动长治市有机旱作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布推广，多渠道展示

品牌形象，培育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

在“半分耕”旗舰店内，多种特色产品已

经摆满了货架，上党党参、沁州黄小米、上党

驴肉、山西药茶等数十种本地特产应有尽有，

工作人员介绍，上党高粱、长子大青椒、屯留

尖椒、熬脑大葱等 20 个绿色有机优质农产品

也即将上架。“来两盒党参，另加一盒黄小米，

一箱驴肉……”来自河南的王先生在专营店

内精挑细选当地特产，准备邮寄给家里的亲

人。“这里汇集了长治最好的特产，价格也比

较适中。在消费的同时还能推广一下长治特

色，我很乐意！”王先生说。

“‘半分耕’首家旗舰店的定位不仅要方

便长治市民购买本地农产品，更要以这个店铺

为依托，推向超市、便利店、酒店等多个场

所，设立独立展区，以展代销。”“半分耕”

区域公用品牌运营公司山西新农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曹阳介绍说。在即将由农业农村局

主办的线上展销会与半分耕新品发布会上，

“半分耕”积极打造由上党腊驴肉、郭氏羊汤、

小米金砖、黑花生等特色产品组成的上党佳宴

礼包与有机蔬菜礼包，并提供免费无接触配送

服务，以此丰富市民年货市场，让“半分耕”

品牌走入寻常百姓家。

“半分耕”打造长治特色农产品“金字招牌”

扬州：建设“三大名城”
放大“三都品牌”

首届大运河城市品牌
发展论坛在京举办

首批“黔系列”品牌专柜
已建成 25 个

■ 王秀娟

1 月 16 日，记者从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获

悉，该省近日出台了《山西省设施农业发展

2021 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提

出今年新增设施农业（主要指蔬菜、食用菌、

水果）面积 5 万亩以上，改造老旧闲置日光温

室 0.15 万亩以上，创建省级设施蔬菜（含食用

菌）标准化示范园 15 个，建设蔬菜集约化育

苗场 4 万平方米以上，新建预冷库、冷藏库 50
万立方米以上，培育壮大品牌 10 个，培育设

施农业机械化示范区 3 个。

山西省南北跨度大，海拔高，光热资源

充沛，发展设施农业具有显著的资源优势，

《全国蔬菜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 年）》《全

国设施蔬菜重点区域发展规划（2015-2020
年）》将山西省列入“黄淮海及环渤海设施蔬

菜重点区”。近年来，全省设施农业稳步发

展，到 2019 年末，全省设施农业 （主要指

蔬菜、食用菌、水果） 面积 71.5 万亩，产量

263 万吨。但同时也要看到，山西省以冬季

日光温室及部分大中棚为主导的设施蔬菜仅

能满足全省蔬菜生产淡季市场需求的 44%左

右。

《行动计划》 提出，以集中连片欠发达

地区和冷凉地区为重点区域，以发展设施园

艺为重点，注重市场主体引入，发挥设施农

业高效、高产、优质和周年生产的特点，解

决冷凉地区无霜期短、半年不能种和优良品

种种不活的问题，加快推进传统农业发展方

式向现代农业转变，巩固拓展产业脱贫成

果，促进农民增收。

《行动计划》提出，今年要抓好“开展良种

攻关”“提升建设规模”“注重科技示范”“搞好

冷链配套”“加强市场建设”“突出质量安全”

“提升装备水平”等七大重点任务。依托山西

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选育设施

农业专用新品种 10 个以上。依托晋中国家农

高区（山西农谷），加快引进、试验、示范各类

设施农业新品种 200 个，筛选出适用于山西

省的品种 50 个以上。加强品牌建设，培育壮

大绛州绿蔬菜、长子青椒、运城苹果、吉县苹

果、隰县玉露香、临猗冬枣、绛县樱桃等产品

特色鲜明的品牌 10 个。

推特色鲜明的品牌
山西省设施农业今年这样发展

广州本土高端洗护品牌夯实双循环

多点助力打造徽商皖货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