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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生活按下
“快进键”
新冠肺炎疫情一度让人们的
许多线下生活按下“暂停键”，却也
让数字生活按下了“快进键”：数字
政务、生鲜电商、在线问诊、在线教
育等新业态新模式，在提供线上服
务的同时，也累积了促“六稳”、抓
“六保”的重要力量，成为中国经济
回暖中的一个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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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创业青年叶俊辉

种植小红薯成就大产业
文/见习记者杨雅丽 记者曹龙彬 特约通讯员黄余武
图/记者李嘉斌

数字化发展大幕拉开
今年 5 月，各大景区度过了一个“没
有旅行社的旅游季”，就拿“五一”假期来
说，全国共计接待国内游客 1.15 亿人次，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475.6 亿元。这些收
入基本来自消费者自行提前预约，自行来
到景区游览。
在江西省宜春市明月山温汤镇智慧旅游展厅，
在江西省宜春市明月山温汤镇智慧旅游展厅
，工作人员通过手机
直接面对消费者，景区在数字化方面
向游客介绍旅游信息。
向游客介绍旅游信息
。
下了大功夫，信息展示、线上预约、网上缴
费、
电子票务、
客流控制……数字技术得到
空前应用，
推动了文旅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90 后”踊跃应征，成为穿梭在城市大街
的线上消费习惯，在需求侧，服务业数字
餐饮业也加速了数字化进程。许多
小巷的一道风景。为什么跑外卖？理由
化消费趋势已经形成，这也将倒逼供给侧
店面不再提供纸质菜单，而是建议顾客用
包括：收入不错、时间相对自由、约束较
加快数字化转型。
手机扫码进入电子菜单小程序，在手机上
少、可以在本地就业等。
据悉，服务业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直接自助完成下单和付款。
“ 预计小程序
外卖行业在就业市场受捧，凸显了人
占比已超过半壁江山，但由于以中小企
将帮我们减少 5%的人工成本。”成都小龙
才加速向数字服务业流动的趋势，今年的
业和个体商户为主，受制于规模小、布局
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品牌总监苏小强算
支付宝社会责任报告显示：生活服务业首
散等特点，目前还有 80%的服务业没有数
了一笔账。
超金融业，
成为互联网人才跳槽首选。
字化。
疫情正在重塑中国服务业。越来越
国家统计局数据披露，2019 年服务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
多的经营者通过控制成本、数字化营销等
业 GDP 占比达 53.9％，随着规模庞大的
张连起认为，目前不少数字生活服务过于
方式寻找出路，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实现
线下服务业完成数字化，服务业从业者也
分散，增加了居民在手机上“多跑腿”的负
转型升级。
迎来了更好的就业前景。
担，无法满足居民“一个平台即可满足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人的数字
与此同时，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类数字生活服务”的需求。
消费能力正在大幅提升，
今年前 4 个月，
在
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服务业线下场景
为了帮助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国家发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7.5%的情
线上化和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比
改委、市场监管总局曾于去年联合发布
况下，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却增长 8.6%， 如，在线外卖风生水起的背后，是中国较 《关于新时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占 社 会 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 比 重 达 到
为 完 备 的 人 工 智 能、云 计 算、大 数 据 技
见》，提出到 2025 年“生活性服务业满足
24.1%。与此同时，
服务业已成中国经济第一
术。目前，中国已经打造出分钟级即时配
人民消费新需求能力显著增强”。
大产业。其中，生活服务业呈现快速发展
送网络：骑手的调度规划 0.55 毫秒就能完
市场也瞄准商机，积极行动。日前，
势头，
占服务总消费额的比重已超过 30%。 成、每小时可以规划 29 亿次配送，配送时
蚂蚁金服宣布，打造支付宝数字生活开放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清华大学等联
间从 1 小时缩短到 30 分钟以内。
平台，聚焦服务业数字化，未来 3 年，携手
合发布的《2020 中国生活服务业数字化
“中央提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5 万服务商，帮 4000 万户服务业商家完
发展报告》指出，数字经济与服务经济的
保’任务，其中相当一部分与生活服务业
成数字化升级。
深度融合，拉开了中国生活服务业数字化
直接关联。生活服务数字化转型，无论是
“中国具有发展数字服务业的突出优
发展的大幕，不仅极大便利了居民生活， 对当前扩大市场需求、稳住经济基本盘， 势，
这是由中国有全球最大规模人口、
最大
也不断推动服务业及相关行业变革，为经
还是对‘十四五’时期经济转型升级和高
规模制造业、最有活力企业以及积极发展
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质量发展，都将起到重要作用。”全国政协
新一代数字技术这些因素所决定的。数字
委员王一鸣表示。
服务业一定是下一步新的重要的增长
人才向数字服务业流动
点。”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服务经
下一步新的经济增长点
济与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江小涓说。
近来，
“招聘外卖小哥”成为网上热门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防疫期间的数字生活培养了更多人
话题。外卖平台送餐员需求激增，许多

广东江门

将实施
“零门槛”、
全放开的落户政策
广东省江门市 9 日对外宣布，从 7 月
口簿以及相关材料就可申请户口迁入， 庭户口。
5 日起，将实施“零门槛”落户政策，取消
配偶、子女、父母户口可随迁。
新政策实行一证登记。进一步深化
参保、居住和就业年限等限制条件。
新 政 策 还 将 积 极 提 供 渠 道 让 户 口 “放管服”改革要求，全市公安户政窗口
根据新政策，江门将全面取消落户 “落地”。全市各社区设置公共集体户， 工作人员在登记人口信息内容时，以申
限制。全面放开在城区、建制镇的社区
对申请落户社区公共集体户的，无正当
请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为主。但亲属
落户迁入条件，取消参保、居住和就业年
理由，不得拒绝 ；在 江 门 无 自 有 合 法 产
关系等表述不清、婚姻状况等内容有变
限等限制条件，实行登记备案“零门槛” 权 的 申 请 人 ，可 落 户 在 就 业 单 位、社区
更的，需同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准入政策。外省居民凭居民身份证、户
公共集体户口，也可落户在亲属、朋友家
据新华社

叶俊辉在番薯地里劳作。
叶俊辉在番薯地里劳作
。

炎炎夏日，碧空如洗，但在雷
州市客路镇三告村的番薯种植基
地，一百多名村民正忙得不亦乐
乎，从刨土采挖、筛选装箱到搬运
上车，现场到处呈现一片繁忙的丰
收景象。
“这一片番薯种植基地都是我
们租的，种的都是‘西瓜红’品种，
将会销往浙江、上海、四川等地，因
色靓味香含糖量高，且价格实惠，
1.5 元/斤左右，深受欢迎。”近日，
记者走进该番薯种植基地，雷州市
朝阳家庭农场负责人、
“番薯王子”
叶俊辉用双手捧着刚刚刨出的红
薯说。

种植番薯 打开致富门
叶俊辉是雷州市白沙镇人，80 后青
年，中专读的是药剂专业，毕业后到珠三
角打工。2017 年，他萌发了回家发展的
念头。返乡初期，他主要是做土地流转，
引进山东、浙江大客户，盘活土地，种植
番薯、南瓜等蔬果，让荒地披绿装，给家
乡带来发展机遇，促进村民稳定增收。
2018 年的一次机缘巧合，叶俊辉遇见
“番薯达人”蔡海柠，随后被带入行种番
薯，并学会了种植番薯的技术。
刚开始起步时，叶俊辉租了 170 亩
地种植番薯。为了提高种植专业技能，
他除了向同行山东专业前辈请教，还报
名参加广东省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基地举
办的农业从业人员业务水平和技能服务
能力培训。
因受天气影响，雷州番薯行业一度
处于低潮时期，但凭着一股勤奋好学的
干劲，已积累了一定行业经验的叶俊辉
克服种种困难，寻找新路子，推广销售雷
州番薯，在艰难时期，也赚到了创业的
“第一桶金”3 万多元。
尝到甜头，叶俊辉便发动一些乡亲
跟他一起种植。为满足更多农户的种植
需求，他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方
式，与种植户签订协议，无偿提供种植
技术及销售服务，带动更多村民种植致
富。基地的发展既盘活闲置坡地，又解

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推动了
乡村振兴。

创办农场 放飞致富梦
说干就干，一路走来的叶俊辉潜心
研究番薯种植技术，从“门外汉”到行家
里手，实现华丽转身，熟悉地掌握了从滴
管、地膜、耕地、浇水到病虫害防治、销售
等一整套产业链技术和管理方法。
今年，叶俊辉拿出多年的积蓄，又多
方筹集资金，在雷州客路、白沙、杨家等
乡镇租了 1000 多亩地种植番薯，同时还
成立了雷州市朝阳家庭农场。
“我们家庭
农场的合作伙伴来自全国各地，不仅有
本地雷州、遂溪的，还有杭州、上海、四川
等地的农业战略合作伙伴。此外，家庭
农场还主营滴管、地膜、收购红薯等业
务。”叶俊辉说，因为信誉好，每年销售的
滴管达十万余亩。如今红薯销售全国各
地，是湛江最有实力的农场之一。
当下正是番薯种植基地收获的时
候，正在接受采访的叶俊辉显得特别忙，
订单电话一个接一个，
脸上却写满了丰收
的喜悦。据叶俊辉介绍，按照现在的行
情，除去地租、肥料、人工等成本，每亩地
纯过冬薯收入达 1500 余元，效益非常可
观。番薯收获旺季，
需要工人多达 180 余
人，每位工人都是 130 元一天，这不仅促
进当地村民就业，
还提高了他们的收入。

优化产业

拓宽致富路

记者采访当天看到，经过几个月的
生长，目前其种植基地的番薯逐步进入
收获期。为了打响雷州红薯的品牌，叶
俊辉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创办朝
阳家庭农场，该农场主要是以红薯生产
经营为主，不仅拥有自己的红薯种植基
地，自己的市场，自己的网店，还有自己
的加工厂，从生产到销售，线上线下齐发
力，已实现业务全覆盖。
叶俊辉表示，该农场将引进山东、河
南等地原种脱毒苗，进行番薯育苗，目前
也正在筹备建造加工厂，实现育苗、种
植、销售、加工等一体化经营，不断优化
雷州番薯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此
外，该农场还与各地销售商强强联手，为
番薯搭建平台，助力雷州番薯销往全国
各地，打响雷州番薯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