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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旭光

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在培育中小微

企业发展、激励新技术应用、促进模式

创新和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带动创

业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

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成立于2012年的江苏无锡山水城

电子商务产业园勇立潮头，2015年获

评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并于今

年成为综合评价成绩突出的10家国家

电子商务示范基地之一。历经近10年

的发展，产业园着力打造的电子商务

产业链颇具规模，培育、孵化、招引、集

聚电子商务企业超过300家，成为经济

增长的“倍增器”、发展方式的“转换

器”和产业升级的“助推器”。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

为传统企业提供电子商务服务，

为传统产业插上电商“翅膀”，产业园

助力企业从传统的规模经济转型升级

到个性化、定制化模式，再通过个性、

精准营销实现定制化生产、柔性化管

理。正如产业园相关负责人所说，此

举让企业更加关注设计、服务和品牌，

有助于提高产品附加值和企业竞争

力，从而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

产业园注重发挥重点电商企业创

新引领和重大项目支撑作用。一方

面，产业园鼓励帛利恒、爱聚星、歌帝

股份等重点企业利用自建平台加快品

牌培育；另一方面，产业园构建更趋完

善的孵化服务体系，不断优化地区营

商环境，推动更多优质电商项目落地，

带动战略产业集群量质齐升，打造电

商战略产业集聚高地。

在山水城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

的帮助下，吉姆兄弟（无锡）服装有限

公司通过自建电子商务个性化平台，

实现网上订购、快递发货、货到付款的

网络零售功能，让高品质定制衬衣以更

实惠的价格面向消费者，并通过自主研

发APP让用户参与到产品制作全过程

中来，使消费者获得全新的网购体验。

专业生产和销售人造皮革的无锡

美得尔进口贸易有限公司入驻产业园

后，依托“太湖云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发展跨境贸易，目前年销售额可达500

万美元，营业额每年增长在50%左右。

与此同时，产业园利用电子商务

与新兴产业的融合渗透，加快信息资

源的整合共享，不断拓宽应用领域，积

极推进新技术、新成果、新模式的应用

转化。

依靠独特的区位优势，优质的教

育、科研资源，借助传感器、泛在网络、

云计算、地理信息等智能技术带来的

契机和无锡在“感知中国”方面的巨大

优势，产业园致力于打造新一代信息

技术、海空天核心装备、数字影视文化

等新兴产业。

在创新服务业态的同时，产业园

加快培育新兴经济，形成新的经济增

长点。成立于2013年的华云数据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与产业园的发展同频共

振，该公司以推动中国企业全面上云

为愿景，打造数字化转型和信息技术

应用创新双重护城河。2021年，企业

营业收入超过16亿元。为拓宽营销渠

道和市场覆盖，强化公司品牌形象、提

高自主定价权，睿思凯（无锡）电子商

务科技有限公司除开展跨境电商出口

业务外，还自建跨境电商独立站，极大

拓展了公司产品的市场覆盖面，同时

也能够及时掌握市场动态。

着力培育“云电商”经济
多点扶持特色电商发展

在维护原有电商产业平稳增长的

同时，产业园努力寻求产业突破，着力

发展数字商务产业，并在多领域鼓励

特色电商谋求新发展，取得新突破。

在电商品牌孵化管理方面，无锡

帛利恒品牌管理公司与江南大学金融

研究所成立江南大学金融研究所帛

利恒企业实验室，现已成为数字化

内容营销与柔性供应链管理为

左右“门框”的社交电商品牌管

理平台公司，目前已成功孵

化多个社交电商达人品

牌。

2021 年，在东西

部无锡对口支援海

东的协作机制下，

公司与青海对口

协作企业开展

战略合作，

将牦牛绒

产 品 进

一 步

研发

升级，实现线上直播销售和跨境电商

规模化销售。

作为产业园重点扶持、腾讯红杉

战略入股的数字商务企业，江苏微盛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已服务15万余家企

业，在全球拥有600余个渠道伙伴。

在新媒体电商方面，江苏爱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市场及企业诉

求，搭建了提供全方位数字化直播电

商一站式解决方案的长三角数字直播

服务平台，下设全球电商产业基地，目

前国内已建成北京、无锡、宜兴、恩施

四座基地，并搭建起爱聚星电商产业

学院，发力新媒体电商方向的人才战

略储备。

在元宇宙产业方面，由江苏视

博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起的

健身元宇宙平台项目，通过打

造优质的云流化PaaS平台，

为企业提供专业的云游

戏、云VR等技术与服务

解决方案，目前云游戏

业务已覆盖 2.5 亿

TV端和手机端用

户；“华莱坞元宇

宙世界”文旅

直播体验项

目内容已

增 至 10

个，其

中 6

个场馆正在全面推进研发建设，5DX

元宇宙光影秀运用元宇宙概念和数

字影视制作技术正对产业园5D光

影秀进行改造升级，同时华莱坞

AR时尚街正在深化场景设置。

在旅游电商产业方面，依托

“山水旅情”文化旅游节、无锡影

都LOVE锡露营季、融创三周

年庆等系列活动的陆续开展，

产业园加强“山水旅情”公众号

宣传，整合旅游元素，推出“山水

旅情”系列直播活动和产品。

目前，在电子商务这把“金钥匙”

的带动下，产业园正迎来新一轮的发

展热潮。

□ 本报记者
王旭光

为充分发挥电

子商务的引领带动

作用，推动电子商务快

速高质量发展，9月，商

务部决定增补14家电子商

务园区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

基地，无锡市梁溪区电商产业

园就位列其中。目前，江苏省已

拥有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15家，

数量位居全国首位。

多年来，梁溪区电商产业园持续深

耕电商发展，依托区域商贸，采取“一园四

片”的布局方式，形成了以“招引大平台、构建

小生态、赋能中小微、服务全链条”为原则的电

商产业创新服务方向，助力传统制造企业和传统

外贸企业完成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升级，增强制造

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的柔性和定制研发能力，为

入园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全方位支撑、赋能服务。

增强数字化功能

近10年来，产业园以增强数字化功能促发展，形

成“一园四片”的园区布局，即以梁溪电

子商务产业园为基础，创新发展梁溪电子商务产业

园、无锡市梁溪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广益数字电商产

业园、广益食品电商科技园等四个特色片区，重点增

强园区数字化功能，助力企业完成智能化和数字化转

型升级。

主园区梁溪区电子商务产业园以“互联网+传统

产业”创新构建、完善产业链，以互联网电子商务新兴

产业及电子商务配套企业为主要孵化对象，实现了线

上信息发布、线上销售、线上采购、在线支付和信息共

享等五方面功能，也成为助推传统贸易企业转型升级

的主题园区。

梁溪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则引进大龙网、敦煌网等6

家国内跨境龙头企业运营机构，围绕“龙头企业做平

台，产业运营做服务，众创孵化做生态”的运营思路，搭

建了大数据分析平台、线上一站式服务平台、电商人才

孵化平台，2021年实现跨境贸易额1.07亿美元。

依托区域汽车零部件市场产业带优势，广益数字

电商产业园以培育数字经济产业为主导，通过云计

算、大数据、5G等技术，成为汽车零部件产业生态系

统化、基础设施网络化、功能服务精准化和运营发展

智能化的智慧数字园区。

作为无锡最主要的食品保供基地，广益食品电商

科技园以前期食品商贸流通集聚的产业基础，实现以

生活性服务业为主导，生产性服务业为支撑，食品科

技为核心，搭建线上交易平台，拓展线上交易渠道，疫

情期间线上平台客户量年增长达200%。

此外，产业园不断建立健全配套服务体系，搭建

起电子商务一站式服务、人才孵化、供应链服务、金

融服务、大数据分析等五大平台，并配备专职

管理人员，持续优化数字化服

务环境。

助力产业带转型

“以投资促进招商，以平台赋能项目，以产出贡献

经济”，产业园在电商领域精耕细作，吸引龙头电商企

业及潜力电商企业、关联企业入驻，实现电商和产业

融合，加速产业带数字化转型升级。

产业园先后入驻了大龙网梁溪龙工厂、敦煌网长

三角苏南总部等龙头企业项目，为无锡产业带数字化

转型提供多样解决方案。无锡云车物联网科技有限

公司也是助力产业带数字化转型重点企业之一，其致

力于为汽车后市场企业提供数字化服务，以数据彻底

打通汽车后市场信息流、物流、资金流，提升了各B端

服务效率、优化配件供应链，有效助力产业带数字化

转型。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直播电商释放了巨大

消费潜力。为助力天鹏食品经营户复工复产，产业园

内举办了多场别开生面的“放心生鲜 天鹏直供”直播

带货活动，线上互动的直播方式及超值的海鲜劲爆套

餐吸引了数十万消费者。“天鹏直供”平台海鲜套餐一

经上架瞬间被抢购一空，直播成为传统消费转型升级

的重要引擎。

截至今年9月，产业园入驻企业192家，孵化电商

企业44家，今年1至9月助力产业带数字化转型电子

商务交易额为9.67亿元。

党支部的成立更助推了产业园的快速健康发展，

助推了产业园加快转型升级，着力培养了青年骨干

“带头人”，形成了党建引智助推发展的良好局面。产

业园以“自主孵化+外来引进”模式，实行社会组织和

党组织“双培养”。同时，根据特色产业布局，通过“场

所联用+活动联办”实现产业园党群活动“双联动”。

产业园相关负责人表示，产业园将以获评国家电

子商务示范基地为新起点，聚力打造“产业高端、人才

集聚、生态优质、创新高效”的全国一流电子

商务产业园区。

□ 本报记者 刘旭颖

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逐步提升，网上

买药问诊、网购医疗器械产品也渐渐成为

消费趋势。

“我买了鱼油、护肝剂、综合维生素片、

钙片和维生素D之类的保健品，还给家里

老人买了敢迈中老年奶粉，希望能提高全

家人的身体免疫力。”在刚刚过去的“双

11”期间，周女士下单了上千元的保健品

以及口罩、酒精等日常必备用品。

不仅各种维生素、蛋白粉、叶黄素等保

健品成为热销商品，还有不少人选择网购

家用医疗用品。侯先生就网购了一台呼吸

机，他告诉记者，“家里老人打鼾比较严重，

想尝试一下有没有效果。”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数字生活分

析师陈礼腾表示，消费者线上购买医药健

康产品的意愿日趋增强，线上已成为医药

健康产品的重要销售渠道。而市场监管总

局颁布的《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12月1

日起正式实施，也给网上购药的消费者吃

下一颗“定心丸”。

据了解，《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

法》于12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明确规定

了疫苗、精神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等

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

售。网络销售处方药时，药品网络零售企

业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方审核调配

等。

近年来，医药产业纷纷加速线上线下

整体布局，药品零售线上终端增速大幅增

长。根据国家药监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

提供的数据，2021年医药零售线上销售增

速虽然有所放缓，但在四大终端中依然最

高，预计 2022 年全年线上销售额可达

2899亿元，增速高于32%，行业持续保持

高速增长。

其中，随着处方药线上销售及医保支

付不断放开，线上购买处方药患者逐渐增

加。天猫和京东平台200多家药店销售数

据显示，今年1至7月，线上处方药销售额

144.7亿元，同比增长48.9%。

当下，医药电商平台众多，按模式分，

B2C类包括京东健康、阿里健康、1药网、

360好药、好药师、药房网、方舟健客、泉源

堂、国药在线、健民医药等；O2O类包括叮当

快药、上药云健康、饿了么买药、美团买药

等；B2B类包括药师帮、合纵药易购、商康医

药网、金利达药品交易网、一块医药等。

京东健康数据显示，“双11”期间，京

东大药房的100多个药品品牌成交额同比

增长超3倍，半数以上医药商家店铺成交

额同比增长100%，品牌成交榜前五名依

次为同仁堂、阿斯利康、蔓迪、晖致、东阿阿

胶。

天猫健康数据显示，“双11”预售开场

首小时，助听器预售金额同 比增 长

1400%，HPV疫苗预约的预售金额同比增

长超600%，血糖用品、祛疤产品、制氧机、

养生茶等品类也有三位数的增长。

天猫“双11”店铺销售报告显示，在医

药电商领域，橄榄枝健康、可复美、爱康国

宾位居销售前三，进入前十名的品牌还有

小仙炖、汤臣倍健、彩虹育儿、鱼跃、瑞慈体

检、燕之屋、安视优隐形眼镜等。在医疗器

械类，可复美、鱼跃、敷尔佳分列前三，三

诺、欧姆龙、大悦、稳健、可孚医疗器械等紧

随其后。

天猫医药健康总经理陈浩表示，可以

看到，除了口罩之外，家用医疗器械如用于

治疗呼吸道疾病的家用雾化器、胰岛素注

射笔、血糖仪和试纸，以及用于早期癌症筛

查的家用试纸等也有显著增长。

陈礼腾表示，从天猫公布的数据来看，

“双11”期间消费者在数字健康领域的消

费更多集中在慢病管理、保健品、滋补品、

体检产品、家用医疗器械、运动器材等方

面。后疫情时代，消费者的健康管理意识

明显提高，这也刺激着消费者的健康消费

需求不断扩大。

数字技术成为消费升级全新驱动力
本报讯 日前，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发布的

《2022年中国电子商务发展趋势报告：电子商

务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显示，以

直播电商为代表的电子商务新模式迭代加

速，截至今年6月，中国电商直播用户规模为

4.69亿，比2020年3月增长2.04亿，占网民整

体数量的44.6%。

报告显示，2021年5月至2022年4月，抖

音平台每月有超过900万场直播，售出超过

100亿件商品，交易总额同比增长2.2倍；截至

今年3月，淘宝直播累计观看人次已经超过

500亿。

报告认为，数字技术成为消费升级的全

新驱动力。一方面，数字技术催生了消费新

业态新模式，如年轻人喜爱的“云逛街”“云音

乐会”等应时而生；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推动

消费结构优化升级，通过赋能工业生产环节，

更好地满足了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定制化

的消费需求。

报告指出，电子商务在促进消费升级和

经济恢复向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

在三个方面：

一是电子商务成为拉动消费和防疫保供

的重要力量。今年1至9月，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82374亿元，增长6.1%，远高于同期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中，吃类、穿类、用类商品分别增长15.6%、

4.7%和5.2%，食品等必需品网购消费表现突

出，有力保障了居民日常必需品供应。

二是消费场景创新助推服务业转型。截

至今年6月，中国在线办公用户规模达4.61

亿，占网民整体的43.8%。目前中国在线医疗

用户规模达3亿，占网民整体的28.5%。

三是跨境电商在政策支持下成为促消费

的重要抓手。跨境电商进口成为消费升级新

路径。今年京东“双11”预售首日，京东国际

预售成交额同比增长178%。跨境电商更好

地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成为全球购的

重要渠道。

（王旭光）

聚焦数字创新 电商成为经济增长“倍增器”

无锡市梁溪区电子商务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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