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阳籍院士专家故乡行 03
2019年 4月 8日 星期一 编辑 王陈 美编 张大千 质检 王宜迪

首届南阳籍院士专家故乡行活动电子商务论坛举行

加速电商创新 推动南阳高质量发展
首届南阳籍院士专家故乡行活动现代金融座谈会举行

着力优化金融环境
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东梅）4 月
4 日下午，首届南阳籍院士专家
故乡行活动电子商务论坛举行。
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吕挺琳，南
阳军分区政委李运斗，市政协副
主席王黎生出席。

吕挺琳在致辞中表示，近年
来，市委、市政府积极推进电子
商务和本土产业的深度融合，为
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
劲动力。我们将认真学习借鉴这
次论坛的丰硕成果，并以此为契
机，进一步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
环境， 推动电商产业加速创新，
引领全市电商产业更快更好发
展。 希望各位专家更加关心、关
注家乡发展， 积极宣传南阳、推
介南阳，积极为南阳高质量发展
建言献策，共同把我们的家乡建
设得更加美好。

论坛上，扬州大学电子商务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商务部中国
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培训学院特
聘讲师、江苏省现代商务数据研
究院副院长高功步作题为《区域
电商内生动力培育》 的主题报
告。他指出，互联网+电商进入红
利期、进入新时代，并从定位、模
式、产品、服务、人才等方面对区
域电商持续发展、内生动力强化
培育进行分析，定位是内生动力
导引，要定位精准、方向明晰；模
式是内生动力精髓， 要强化特
色、凝练模式；产品是内生动力
基础，要围绕特色产品，做强产
业链； 服务是内生动力灵魂，要
整合资源，建设规范园区；人才
是内生动力源泉， 要运用政府、
高校、行业、平台，建立“四位一
体”电商人才培养体系。

郑州大学管理工程学院电子
商务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赵
亮作题为《电子商务加快创新融
合发展》的主题报告。 他指出，物
流进入大数据和智能化时代，零
售线上线下融合加快， 生活服务
类融合加快， 电商化营销创新加
快。 对于南阳电商发展，他建议，
要加快电商与产业融合， 外引内
培，做大做强电商示范企业，多层
次、多渠道培养电商人才；要利用
区位优势，加快电商发展；要差异
化发展电商产业。

郑州大学管理工程学院副
院长、教授李玉民作题为《面向

未来趋势的电商快递物流发展
思考》的主题报告。 对南阳电商
快递物流业发展，他建议，要大
力发展“互联网+智慧物流”，谋
划打造特色鲜明的枢纽经济，着
力推动供应链创新融合发展，积
极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与进出口
商品物流配送业务，加快构建农
村电商快递物流体系，完善推进
特色农产品冷链物流闭环运行。

中原工学院物流管理与工
程国际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孙学军作题为《数据赋能，助力
产业发展》的主题报告。 他以电
动汽车技术预测与决策支持系
统项目为例， 指出数据驱动创
新、数据支撑决策。

蚂蚁金服集团农村金融事业
部业务总监杨楠作题为《蚂蚁金
服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
兴》的主题报告。 他指出，农村金
融发展面临诸多难点， 传统模式
下农村金融的核心痛点为有效供
给不足，为此，蚂蚁“互联网+大数
据”的普惠金融解决方案，对不同
的“三农”用户，开展针对性金融
服务。 杨楠以内乡县农民杨冠军
准备扩大果园生产规模需要资金
为例，讲述蚂蚁金服服务“三农”
的案例， 表示蚂蚁金服将持续深
耕县域“三农”市场，助力乡村振
兴及县域经济发展。

义乌市吉茂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义乌市跨境电商协
会创始会长贾才民作题为《跨境
电商新机遇》的主题报告。 他认
为， 跨境电商规范化迟早会到
来，已经合规的跨境电商企业将
步入发展的快车道；跨境电商的
品牌化发展，野蛮生长的时代已
过去，在垂直领域精耕产品和提
升服务品质才是打造核心竞争
力的法宝。 作为南阳籍电商专
家，贾才民表示，南阳应当密切
结合当前形势，为南阳发展注入
新活力。 他认为，跨境电商发展
的三要素为人才、 优势产品、供
应链。人才方面，要以人为本，注
重人才，培养人才。

论坛上，吕挺琳、李运斗分
别代表市委、市政府向相关专家
颁发“南阳市电商智库专家”聘
书， 并与阿里巴巴 1688 平台合
作项目和跨境电商产业发展合
作项目进行签约。 ③3

本报讯（记者 杨东梅）4
月 4 日上午， 首届南阳籍院
士专家故乡行活动现代金融
座谈会举行。市委常委、副市
长孙昊哲出席会议并讲话。

座谈会上， 返乡的南阳
籍金融领域专家，部分银行、
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负责
人， 与我市重点上市后备企
业负责人等共聚一堂， 各抒
己见， 探讨如何利用现代金
融手段支持我市经济发展。

与会金融专家结合各自的专
业和从业经验， 提出了对南
阳金融市场的看法、建议。南
阳企业代表就自己企业的相
关问题与专家们进行交流。
大家围绕创新运用投融资手
段、 创新运用大数据技术加
快普惠金融发展、 破解民营
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等话
题，畅谈发展良策，共商发展
大计。

孙昊哲指出，金融专家

们对利用现代金融手段助
推南阳高质量发展提出了
很多真知灼见， 有关部门
要深入领会。 要充分尊重
企业， 千方百计扶持实体
企业发展。 要因地制宜打
造好项目， 为金融资本的
引入做好渠道。 要着力打
造好金融环境， 不断推进
诚信南阳、数字南阳建设，
为南阳高质量建设大城市
提供强劲动力。 ③3

首届南阳籍院士专家故乡行活动电商专家座谈会举行

为南阳电商发展出智出力
本报讯 （记者 郭征）4

月 4 日上午， 首届南阳籍院
士专家故乡行活动电商领域
专家座谈会在南阳新经济产
业园举行。 市政协副主席王
黎生、 市政府副秘书长燕军
庆出席。

座谈会上， 来自北京邮
电大学、郑州大学、扬州大学
等高校的南阳籍电子商务领
域专家， 围绕电商产业的应
用创新、发展进行广泛交流，
就如何促进南阳传统优势产
业转型发展、 提升互联网电
商企业运维能力、 打造全产
业链电子商务生态圈、 加速
南阳农村电商和跨境电商发
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扬州大学电子商务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 商务部中国
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培训学院
特聘讲师、 江苏省现代商务
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高功步表

示，南阳电商的发展态势非常
好。他结合自己对全国各地电
商行业的调查，以及南阳电商
发展实际情况，为南阳电商发
展献计献策。 首先，发展电商
要优化营商环境，打造诚信环
境，注重人才培养，完善交通
环境，这些是电商良性发展的
基础。 其次要敢于借力、善于
借力，借助上级部门政策和各
大电商平台的优势， 做到让
“资本下沉、资源下沉、人才下
沉、技术下沉”。 第三，发展电
商更要做好示范建设，打造公
共平台，整合电商资源。

郑州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系主任、教授、硕士
生导师赵亮表示，近年来，南
阳电子商务的发展在增速、
规模等方面成绩突出。 在发
展中，一些区县因地制宜，把
各自的优势产品融入电商，
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示范企

业， 对南阳电子商务的发展
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在
今后的发展中，要看到隐患，
找差距、补短板，努力扭转本
地电商“买得多、卖出少”的
现象， 更好地让电商与其他
产业相融合。

来自杭州、深圳、广州等
地的南阳籍优秀电商企业家
以及蚂蚁金服集团的代表，
从电商实战出发， 结合南阳
电商领域的现状和发展，有
针对性地对我市电子商务资
源整合、 人才培养等方面提
出了建议。

与会人士还围绕提高知
名品牌市场竞争力、 提高重
点行业上线率、 降低物流快
递成本、 完善服务支撑体系
等话题进行交流， 并纷纷表
示今后将继续关心、 支持南
阳电商事业发展， 为南阳电
商发展出智出力。 ③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