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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电商创业成为热点 � 



丛东日 � 

 � 

2011年，从香港理工大学硕士毕业 � 

2012年春节，回到老家烟台种苹果 � 

2013年，开通网店“烟台守拙园自然农场” � 

2014年，线上销售额达到200万元 � 

 � 

“（在台湾）我看到那里6、7岁的小孩子在

农场里自己种植有机植物，种出来的西红柿

不用洗直接擦擦就能吃。” � 



徐子涵 � 
 � 

毕业仅两年，她辞掉在北京的工作，回

到老家安徽芜湖，种植秋葵。 � 

 � 

“我一直把自己定位为新农人，所以就

需要有别于传统农民，在销售方式上求

新求变。”	  

 



2016年4月8日，瑞士日内瓦，联合国论坛， � 

 � 

村淘合伙人代表王茜： � 

 � 

“我觉得每天都很充实，村民们对我都非

常好……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村里的人能都

不要再出去打工了，都能留下来有事做，

和我一起让村里发展地更好一点。” � 



年轻人返乡后，创业方向大多与电子商务相关 � 

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特色产品 � 

帮助乡亲们网购生活生产用品 � 

承接本地的电商快递服务 � 

·∙·∙·∙·∙·∙·∙ 



三种返乡模式 � 

来源：阿里研究院，2016年 



返乡动力 � 

推
力 � 

拉
力 � 

家庭：“回去方便照顾家里人” 

梦想:“电商投入少，帮我实现创业梦想” 

机会：“上网购物的人越来越多” 

榜样：“村里有人做电商很成功” 

…… 

收入：“挣钱越来越难” 

生活成本：“城里房价涨得太快” 

竞争：“城里工作不好找” 

归属感：“待着不踏实”、“融入不了” 

…… 



重要的变化 � 

•  在城市工作或学习，熟悉和习惯互联网泛在的生活 � 

•  互联网作为一种基础设施，覆盖越来越多村庄，物理上的“数字鸿沟”正在减弱 � 

•  基于互联网的社会化协同，本地没有的服务业可以通过远程接入、获取 � 

•  部分地方政府鼓励创业创新，营造良好环境 � 



省内返乡 �  跨省返乡 � 

热门返乡路线 � 



热门返乡路线 � 
2015—2016年返乡电商创业者迁出最多的十个城市 � 

来源：阿里研究院，2016年 



广州/深
圳 � 

北京/上
海 � 杭州 � 

跨省返乡和省内返乡比例相当 

几乎都是跨省返乡 � 

从北京主要迁往河北和浙江 

从上海主要迁往江苏和浙江 
 

以省内返乡为主 � 

主要迁往温岭、桐乡、海宁等县域 
 

省内主要迁往普宁、惠东、海丰等县域，跨省主要迁往浙江、江苏和福建 



排名 �  县 �  省 �  特色产品 � 
1 石狮 福建 服装 

2 常熟 江苏 服装 

3 白沟 河北 箱包皮具 

4 桐乡 浙江 服装 

5 普宁 广东 服装 

6 温岭 浙江 鞋 

7 天台 浙江 汽车用品 

8 永康 浙江 餐具、运动用品 

9 晋江 福建 鞋 

10 海门 江苏 床上用品 
说明：衡量各地返乡电商创业活跃程度的指标是“返乡网商密度”（=返乡网商数量/人口数量），即“平均每万人中的返乡网商数量”。 

2015-2016年全国返乡电商创业最活跃的10个县 � 

热点县域 � 



排名 �  县 �  省 �  特色产品 � 
1 新郑 河南 服装 

2 枝江 湖北 鞋 

3 东兴 广西 -- 

4 郫县 四川 服装、鞋 

5 瑞丽 云南 珠宝、翡翠 

6 婺源 江西 -- 

7 黎川 江西 家具 

8 长沙（县） 湖南 服装 

9 庐山 江西 服装 

10 望江 安徽 服装 

2015-2016年中西部返乡电商创业最活跃的10个县 � 

热点县域 � 

说明：衡量各地返乡电商创业活跃程度的指标是“返乡网商密度”（=返乡网商数量/人口数量），即“平均每万人中的返乡网商数量”。 



热门县域的吸引点 � 

产业 

区位 

… 服务 

成本 

良好的产业基础 
如石狮服装、白沟箱包 

靠近大城市或地处边境 
如郫县近成都、东兴近中越边境 

物流、金融、人才、批发市场等 

生活、人力、物流成本等 

生态 � 



排名 �  商品类目 � 
1 服装 
2 鞋 
3 化妆品 
4 箱包皮具 
5 家具 
6 饰品 
7 汽车用品 
8 玩具 
9 户外用品 
10 居家用品 

2015-2016年全国 � 
返乡电商创业最集中的10个类目 � 

在不同县域，热门行业有所差异，往往与

当地产业集群紧密相关。比如 � 

石狮：服装 � 

温岭：鞋 � 

安溪：铁观音茶 � 

曹县：演出服饰 � 

沭阳：花木 � 

高碑店：箱包皮具 � 

…… � 

 � 

说明：依据返乡电商创业者的数量排序 

热门行业 � 



电商服务释放草根创造力，激发返乡电商创业 � 

电商
服务 � 

草根
创业 � 

本地
产业 � 

电商平台 + 专业服务 

本地产业 →全球市场 大众参与,自主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