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召县崔庄乡电子商务运营中心人员筹划组织采购全乡农副产品

南召县电子商务产业园远眺

由中科曙光集团公司投资建设的南召县大数据中心机房一隅

由中科曙光集团公司投资兴建的国内县级首家大数据中心——南召县城市云计算中心

蜿蜒曲折的山间农村四好公路

38 岁的乔拴家住南召县城郊乡闫沟村，在

“天猫”上注册了金官燕旗舰店，他收购当地盛产

的葛根、灵芝、黄精、茯苓、桑黄、松针、皂角刺等

20多名优土特产和山珍，通过电子商务把伏牛山

深处的山货卖到全国 30多个省市。

3月 12日，记者在他家看到堆成小山的快递

箱：葛根发往内蒙古赤峰，淫羊藿发往上海浦东，

灵芝发往江苏南京，虎头蜂蛹发往福建福州……

“我们夫妻俩和老母亲经过简单初加工，虎头蜂

蛹一瓶 189元，皂角刺一公斤 116元，野生松针一

公斤 60元，一天通过电商销售 60单~70单，每月

平均收入 15万元。”乔拴一边忙碌地整理快递，一

边和记者攀谈。

乔拴算得清每天往外发 3趟快件的收入，算

不清的是山货御风而行飞出伏牛山背后的“大

账”——地上公路网，空中电商网，云端“大数据”

网，“三网”交织擘画出县域经济“换道超车”的美

好前景。

南召县致力于打好基础能力建设这张牌，把

公路网、电商网、大数据网“三网”建设作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主抓手和突破口，为未来发展打通基

础大动脉和信息“大动脉”。“三网建设”的意义，不

仅在于大幅度提升基础设施、产业发展、脱贫攻

坚、社会治理水平，更重要的是，把数字经济和互

联网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引入经济社

会发展，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新动力。

电商网 农副产品行销四海
南召县皇后乡娘娘庙村种植的 1300亩玉兰

苗木，一度出现苗木销售难题。2016年国网河南

省电力公司驻皇后乡娘娘庙村第一书记牵头运

作，筹建了全省第一家村级互联网平台——娘娘

商城，由河南机电职业学院、郑州华南城有限公

司、河南龙翔机电有限公司和郑州天人合一电子

商务社区公司 4家战略合作机构联合运营，注册

“皇后玉兰娘娘”商标，建立苗木网络展示、销售

平台，通过电子商务拓展销售空间。

该村娘娘商城采取“互联网+支部+高校+贫
困户”的产业扶贫模式，通过网络展示→网络接

单→村“两委”安排合作社对接→组织贫困户苗

木起挖→外地客商采购销售。截至 2018年底，娘

娘庙村互联网电商平台覆盖农户 530户，其中贫

困户 116户，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2100万元，农户

每户平均年收入增加 6000元以上。

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南召县制定出台了

《关于南召县电子商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南召县

电子商务发展专项基金使用及管理办法》，从电子

商务产业集聚、高级电子商务人才招引、电子商务

项目招引、基础设施配套、服务配套等方面给予奖

励和贴补，改善县域电子商务发展环境。该县电

子商务产业园规划建设 20000平方米功能区域，建

设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溯源体系运营中心、电

子商务大数据中心、公共服务平台运营中心、线下

体验中心、电商仓储物流基地、电商人才培育基

地、跨境电商企业孵化基地、大宗农产品交易中心

运营中心、跨境电商服务中心、“南召特色馆”运营

中心、互联网+智慧旅游运营中心等，搭建电子商

务加速发展的广阔平台。

南召县依托县城产业集聚区国际汇融物流

园，建设电子商务产业园，吸引高新科技、高智能

企业落地创业，宝天曼电商、华康艾制品、五朵山

实业、稻谷田电商、爱淘电商、真武顶山珍、菇乃
乃特产、锦天园林绿、勤道电商等一批具有南召
特色的电商企业形成聚合之势，培育形成一批年
营业收入超亿元的电商骨干企业，推动政府、企
业、社会共采“数据金矿”，实现多方共赢发展。
全县注册服务类、平台类、应用类电子商务企业
100余家，电子商务涵盖艾制品、野山珍、中药材、
苗木花卉、旅游、商贸物流等行业领域，吸引农村
淘宝、阿里巴巴、京东物流、苏宁易购、菜鸟物流、
宝天曼电商一批知名电商企业入驻，促进农产品
上行逐步辐射全国。

位于县电子商务产业园的农村淘宝南召县

运营中心服务站点覆盖 15个乡镇、30个村；菜鸟

物流分拣中心揽投覆盖全县 310个村，京东物流

中心配送业务覆盖 15 个乡镇。据不完全统计，

2018年该县电子商务从业人数达 2000余人，全年

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 35亿元，其中跨境电商交易

额 2亿元。2018年被商务部确定为国家级第五批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在乔端镇爱心扶贫商城里，琳琅满目的货架上

摆满了各类山珍，野拳菜、红香菌、黑木耳、猴头菌、

黄蛾菌、鹿茸菌、野葛根、杜仲茶、茯苓、天麻、山蜂

蜜、野猕猴桃酒、野葡萄酒等。这些农副产品有天然

干货类、保健药材类、生态果品类、生鲜食品、花草苗

木、山村杂粮等 6大类共 30多种，辐射本镇 19个村、

400多户贫困户。扶贫爱心商城把这些山珍统一包

装、统一商标、统一销售，解决了山区群众因信息闭

塞造成农产品销售难、价格低的问题。这家爱心扶

贫商城运营以来，平均每月销售本地农副产品 20万
元，累计销售收入 400万元。

2018年南召县争取扶贫整合资金 219万元，

用于电商扶贫公共服务平台开发和贫困村电商

帮扶试点工程，为 31个贫困村、155户贫困户免费

配备了电脑、智能手机、宽带网络，免费提供技能

培训，经过培训开设网店 200余个，销售商品 500
余单。河南宝天曼电子商务公司携手武汉阳光

学院，启动“魔豆妈妈”电商创业就业帮扶培训，

经过应用实操培训，手把手讲解电商操作技能、

开店认证、产品优化、商品上传、销售技巧等，50
户贫困户足不出户，在家中开设网店，由一般农

民触网转型成为“店小二”。

位于五朵山景区山脚的南召县郝氏家庭农场

散养 11万只土鸡，这些鸡食林中虫草，饮山中泉

水，所产的虫草蛋被誉为“鸡蛋中的人参”，营养价

值丰富，深受消费者青睐。郝氏虫草蛋一天生产 3
万枚，在“南召特色馆”、淘宝、天猫、京东电商平台

上销售，绿壳鸡蛋线上售价一枚 2.4元，比线下销

售一枚多收入 0.9元，一天电子商务销售量 600单，

通过线上线下销售，实现“零库存”。农民郝书根

利用电商把山林间散养的土鸡蛋行销全国。

大数据网“云端”集聚发展新动力
2018年 7月河南省首个“旅游+区块链”落地

南召。五朵山景区充分利用大数据，把传统旅游

产业和新兴区块链技术相互融合，联合中国联通

河南省分公司和中科曙光构建整个旅游行业的

区块链平台，让景区、行业把各自的数据信息进

行交换，形成共享经济，为旅游产业强势崛起插

上“科技的翅膀”，安上强劲的引擎，引领旅游新

风尚。

围绕建设“智慧南召”的发展定位，2018年县

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建设互联互通的数据

网，坚持走“先行先试、安全可靠、协调发展”的思

路，以“政用、民用、商用”为主线，以“优政、利民、

兴业”为基本目标，以数据开放和资源共享为途

径，深入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推

动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

高效化，打造网络经济大县。

早在 2017 年 11 月，南召县与中科曙光集团

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关系，总投资 3亿元筹建

国内县级城市领先的“南召大数据中心”。中科

曙光公司充分发挥行业领军的技术优势、人才优

势及品牌优势，注册成立南召城市云计算中心有

限公司。大数据中心的云存储、云计算、网络安

全及服务器等硬件设备由中科曙光规划建设，同

时制定大数据中心的管理、运营等相关流程制

度，为政府部门电子政务、政务服务等提供安全

可靠、成本低廉的信息化平台。

南召县大数据中心建设一期项目建设投资

5100万元、总面积 2500平方米，大数据中心中心

机房峰值计算能力 100万亿次/秒，存储能力达到

100TB，可支撑 1万个大中型企业应用，10万个小

微型企业应用，已经建成大数据中心、大数据平

台、智慧展示大厅等基础设施，奠定全县数据相

互融合、政务业务协同的基础。

南召县打破原来县直部门之间的“数字孤

岛”，搭建政府数据共享交换及开放平台，整合政

务服务资源，集行政审批、便民服务、阳光政务、

电子监察、互动交流等功能为一体，打造建设集

约、服务集聚、数据集中、管理集成的“网上政

府”。依托中科曙光城市云计算中心大数据平

台，建设智慧党建、智慧旅游、智慧城管、智慧扶

贫、智慧环保等数字政务，互联网+政务服务逐步

全面铺开，探索运用数据提供决策、用数据加强

管理、用数据驱动创新、用数据推动发展。

该县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建立了网上申

报平台和移动端便民服务平台，只要群众和企业

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完整，简化环节、优化流

程，实行“一窗受理、一网通办”，逐步实现“网上

办事为主、实体大厅为辅”的全程“不见面”审

批。县政务服务大厅投资 1080余万元购置了办

公软件、智能设备和电子监察设备，设置了自助

服务区，配置多媒体查询设备，建成了智能排队

系统、自助申报系统，做到“让群众少跑腿，让数

据多跑路”。县行政服务中心已推出 948项网上

可办事项，审批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到 100%。

“我们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发展理念，以优政、利民、兴业为主要职能，以党

政、部门、企业之间信息集聚、信息互联、信息公

开、信息共享等为主要手段，以‘一网通办’为突

破口，构建信息联通‘一张网’、数字空间‘一张

图’、数据产业‘一个园’、建设运营‘一套体系’的

发展格局，实现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

化、产业发展数字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政务服务

电子化的目标。”南召县委书记刘永国谈及大数

据发展如是说。

公路网 铺就“幸福康庄路”
素有“白云生处有人家”的南召县板山坪镇

天云村，从海拔 200米处入山，到海拔 800米处进

村，短短 10 多里山路，却有十八道弯，乡亲们被

“困”在高山上，群众下山卖猪都要给猪穿上“鞋

子”；位于中国辛夷之乡的原产地主产区，从皇后

乡郭庄村到小店乡凌楼村，沿路 10多个村，辛夷

种植面积 24万亩，却因交通条件差，山里群众守

着“摇钱树”难以发家致富。

南召县乔端镇玉葬村位于在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宝天曼景区腹地，大山深处野生药材和山

野菜种类丰富，从山里采摘的野珍无人问津，渐渐

发霉、腐烂，群众看着心疼得直掉泪。上个世纪 80
年代，玉葬村通往外界仅有一条不足一米的羊肠

小道，群众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步行出入，全靠双

脚走脚丈量。层层山岭阻断交通，山里的“宝藏”

沉睡、山珍烂掉，守着“金山”当地群众穷得叮当

响。近年来，南召县实施全域旅游创建，修建一条

县城通往宝天曼景区旅游等级公路，为玉葬村群

众带来了希望和机遇。外面商贩们纷纷涌进小山

村，山茱萸、山野菜走出深山成为“香饽饽”。

公路通，百业兴。南召县紧紧围绕全面建成

小康的目标任务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指标

要求，按照优化布局、适度超前的原则，结合《南召

县“十三五”交通运输规划》，科学编制《南召县“十

三五”交通运输脱贫攻坚工作专项方案》《南召县

2016-2019年精准扶贫农村公路支持计划实施方

案》和《南召县“四好农村路”创建活动实施方案》。

努力克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重、资金缺口大、

协调矛盾多等实际困难，多渠道整合人力物力财

力，合力扩大“四好农村路”覆盖范围。

“农村没有路，致富有难度。修一条通村公

路，是打破山区农民脱贫奔小康的瓶颈。我们结

合地形地质条件确定建设标准和技术指标，实现

农村公路由‘线性发展’向‘扇形发展’转变，加速

农村公路联网。全县农村公路规划网状图，像一

条条输血、造血的毛细血管，连接起每个村庄、承

载着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小康梦。”南召县县长方

明洋说。

2018 年南召县以贫困村为“点”、联网路为

“线”、通村畅乡内联外通为“串”规划建设项目，

积极争取涉农整合、政府债券、“PPP”、对口援建

等资金 3.2亿元，修建通村路、产业路、资源路、联

网路 250余条近 400公里，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公

路的畅通问题。

要想富，先修路。南召县原有一条辛夷路，途

经辛夷主产区。原道路属典型山岭重丘区道路，

山大坡陡，地质灾害隐患突出。2018年 11月南召

县与对口帮扶的新郑市联合实施交通基础设施辛

夷路改扩建项目。这次改扩建的辛夷产业观光

路，投入资金 4480万元，全长 67.8公里。建成通车

后，解决沿线 22个村 3.56万人安全便捷出行，其中

惠及 8个贫困村的 567户贫困户 1480人，极大地改

变了山区交通落后的面貌，为当地群众发展辛夷

产业、乡村旅游拓宽一条脱贫致富路，成为繁荣农

村经济发展的产业路、旅游路、小康路。

“外通内联、通村畅乡、班车到村、安全便捷”的

交通运输网络，为贫困山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

有力支撑。该县把农村客运停靠站与农村公路统

一规划、逐步实施，推进农村客运线路公交化，全县

初步实现乡有客运站、村有简易站、路有停靠点。南

召县开通 67条客运班线，投入车辆 202台，辐射 264
个村，全县 100%贫困村通了客运班车，受益人口达

36万人。“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已成为历史，

“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变为现实。

铺下的是公路，竖起的是丰碑，连接的是民

心，通达的是富裕。

南召县根据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旅游

资源、特色产业、特色小镇、美丽乡村 , 把农村

公路打造成旅游路、资源路、产业路、致富路，

已建成辛夷基地、玉兰花卉、优质林果等一批特

色产业基地总面积 100 万亩，促进了苗木花卉、

中药材、优质林果种植和畜牧养殖等富民产业

扩面增效，带动了 2 万多名贫困群众持续快速

增收。 2018 年，南召县在城郊乡——崔庄乡生

态农业发展集中的山岭上新修建一条公路，项

目投资 1200 万元，全长 19.8 公里，把沿线的艾

草种植基地、中药材石斛驯化基地、银河虎山中

药材种植基地、百万庄优质水果种植基地串联

起来，形成一条产业发展“高速路”、脱贫攻坚

“小康路”、乡村旅游循环路。

南召县坚持建设一条、管好一条、养护一条、

美化一条，着眼于建机制、重安保、提品位，努力

打造“通畅、安全、整洁、生态”的交通环境。全面

落实“四好农村路”的精细化养护，注重培育和强

化基层养护力量，按照“组织到位、硬件到位、人

员到位、技术到位、经费到位”要求，完善《南召县

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实施细则》，加强绩效考评，形

成县有农路所及片中心管养站、乡道有乡镇管养

站、村有管养站的“三级四类”管养体系。

地上公路网 空中电商网 云端数据网
南召县“三网建设”培育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本版文图 方 超 廖 涛 姜纪增 王 航 赵玉东
栗 旭 杨 伟 隋 刚 吕兆宇 王修文
杜 丰

南召县委书记刘永国（前排右四）到南召县电子商务产业园调研 南召县县长方明洋（左三）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实地勘查、设计规划农村公路 公路联网建设，形成辐射城乡的物流货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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