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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拼购探索“互联网+扶贫”新路

“拼基地”助力农产品“出山”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琳

农产品销售有三难：打通销售渠
道的“最后一公里”很难，稳定农产品
价格很难，增加农民收入很难。

过去，每到收获时节，湖北省
荆州市三湖农场职工赵有志都会发
愁，因为他养殖的小龙虾即便品质
再好，也很难走出农村卖到一二线
城市。

如今，在苏宁拼购新式扶贫理
念的帮助下，部分贫困地区的农产
品销售“三难”问题正被逐渐破
解，越来越多像赵有志这样的普通
农民实现了让自己种养的鲜活农产
品出山进城。

苏宁拼购总经理张奎介绍，苏宁
拼购目前已在全国建成 25 个“拼基
地”，涵盖食品、生鲜、农产品等品类，
带动约 10 万农户年均增收 1 万余
元。未来，“拼基地”将升级为“拼拼
农庄”，以新面貌和更快速度在全国
乡村铺开，年内将扩大至500个。

打通销售渠道

盛夏时节，临近县城的农户们
都忙着到城里的超市询问大豆销
路，与收购商谈价格，可是湖北省
宣恩县椒园镇凉风村村民袁昌桃却
丝毫不着急。“我家有 11 亩地，过
去都是种植烟叶，短期收入虽高，
但土地板结严重，最多种 3 年，地
就废了。2018年以来，在苏宁拼购
与湖北土家爱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的
指导下，我改为套种玉米和黄豆，
并与土家爱公司签订了保底收购合
同，每斤收购价是 2.6 元，再由苏
宁拼购保底销售。这样一来，我家
的黄豆不仅不愁卖，价格也有保
证，再也不用担心贱卖了。”在袁昌
桃看来，互联网电商平台强大的销
售渠道，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销
售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2019年1月26日，苏宁拼购与
宣恩县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双方在宣恩产品的开发、加
工、销售等方面发挥各自优势，进
行全面合作。至此，苏宁拼购首个

“拼基地”落户湖北宣恩。
在苏宁拼购指导下，当地农户

逐渐摆脱了过去一年四季只卖豆皮
的单一模式，夏季卖腐竹、卖豆
奶，冬天卖豆渣。农户们也逐渐在

与苏宁拼购和龙头加工企业的合作
中及指导下，学会季节性调整产品
结构，并增长了市场化、现代化的
思维意识及电商运营等能力。

张奎介绍，随着苏宁拼购“承
包”的 3 万亩富硒黄豆基地正式落
地，宣恩成为苏宁拼购产地直采的
第一站。基地内的农产品会直接进
入苏宁仓库，通过拼购平台进行销
售。其中，宣恩县政府推荐湖北土
家爱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与苏宁拼购
合作，在当地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先
期制成豆奶、豆皮、腐竹等豆制
品，然后再到苏宁拼购上开旗舰
店。此次合作帮助当地实现了农产
品“上网”，预计全年可销售农产品
3 亿元，助力当地实现电子商务出
货翻一番。

稳定农产品价格

“如果不是‘互联网+扶贫’新
模式，我都不知道新疆伊犁那么远
的地方也有小龙虾需求。”荆州礼小
龙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泽书说。“随着‘互联网+农户+拼
基地’模式的逐渐推广，像荆州这
样的小龙虾主产区，能够借助互联
网数据精准判断市场需求，从而保
障市场供需相对平衡，各地小龙虾
的价格相对平稳。”

“过去，我们荆州少数农场只能

种植水稻，一季稻每年的纯收入仅
为 200 元至 300 元。在当地龙头企
业和苏宁拼购的带动下，2017年我
们改为养殖小龙虾，每亩地纯收入
超 过 2000 元 。 养 殖 方 法 相 对 简
单，撒下虾苗，4 个月左右就能收
获，比过去单纯种植大田作物每亩
地增收1800多元。”赵有志说。在
他看来，小龙虾养殖让农户增收的
路子越走越宽。

在小龙虾主产地湖北荆州，苏
宁拼购联合礼小龙生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等建立了小龙虾“拼基地”，
与当地政府签订 1 年 3 亿元的战略
合作协议，不仅有效解决了生产问
题，而且通过“源头定制、产地直
采”的订单农业形式稳定了销售渠
道，解决了养殖户的后顾之忧。小
龙虾“拼基地”是苏宁拼购的第11
个“拼基地”，截至目前，同类拼购
基地已达25个，为从事鲜活农产品
种植养殖的农户稳增收“托底”。

张奎介绍，今年以来，苏宁拼
购围绕产地直采等核心战略发布

“包山包湖包海”计划，以拼基地的
形式在各大主产区落地运营。

湖北省虾稻协会秘书长殷豪认
为，“拼基地”让消费者直接与农户面
对面，压缩中间环节，保证了消费者
低价需求。“拼品牌”则打通工厂线供
应链，形成“工厂/农户—苏宁拼购—
消费者”的供应模式，树立起贫困地
区鲜活农产品的优质形象，促进养殖

户增收。据介绍，仅2018年“6·18”
期间，苏宁拼购就卖出500万只小龙
虾，同比增长 152%，带动养殖户人
均增收数千元。

助力农户增收

除了帮助解决农产品销路和价
格问题，苏宁拼购还注意培训贫困
农户种养技能。

五峰赶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创
始 人 赵 鹏 于 2016 年 返 乡 创 业 ，
2018年9月份，苏宁易购与赵鹏合
作推出的中华特色馆五峰扶贫馆正
式营业。

目前，苏宁易购已开设400多家
中华特色馆，全国有约一半的国家级
贫困县在苏宁易购开馆运作。中华
特色馆不仅售卖贫困地区的优质农
产品，运营团队还会深入贫困乡村，
帮助更多优质农产品“触电”。

张奎介绍，为持续助推贫困地
区的农特产品上行，在苏宁易购平
台首页专门设立了“助农扶贫”独
立入口，并开设有独立频道，给予
相应的流量支持、物流支援等。

作为电商平台，依托小土豆、茶
叶、腊肉等五峰特色农产品，苏宁易
购给予五峰馆拼购、品牌推广等资源
支持。例如，在中华特色馆、拼购首
页上进行推介等。近期正是当地高
山小土豆上市之际，五峰特色馆联合
苏宁拼购发起高山小土豆特卖活动，
一天内下单就超过1000单。

截至目前，苏宁扶贫实训店已在
全国100个国家级贫困县落地，解
决了 4000 户贫困户的就业问题。
以实训店为基地，线上线下开放式
培训已达2.5万场次，使40万人次受
益。在贫困地区，实现农产品上行
3.2亿元，工业品下行5亿元。例如，
长阳扶贫实训店位于国家级贫困县，
门店通过精准服务贫困人群，以就业
扶贫和技能培训等方式帮助贫困户
脱贫致富。门店目前拥有 4 名自营
员工，月均销售额在20万元至30万
元。一期实训学员已结业，第二期
培训班已招收 4 名贫困学员。一期
学员罗爱民自产自销天然蒲公英
茶，通过参加培训，在原有线下销
售渠道的基础上拓展了电商销售渠
道，销售额显著增长。

湖北省荆州市三湖农场职工正在捕捞小龙虾。 本报记者 周 琳摄

即使居住在深山中，突感心悸也
不用怕，智能手机中的 AI 医生助力
看病，便携式远程心电监测仪协助做
检查，15 分钟内就能收到来自广州
三甲医院的诊断报告。5月23日，广
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召开AI医生村村
通新闻发布会，将为英德市 78 个贫
困村村医配备 AI 医生、远程问诊平
台和3.0版可穿戴心电监测“神器”。

早在去年7月份，广东省二医就
已在清远市阳山县的55个贫困村启
动“叮呗医生”和AI医生村村通的试

点工作。一年来，该院研发的人工智
能医生“叮呗医生”为解决贫困村群
众就医难题发挥了显著作用。目前，
已有 150 多个村的 195 名村医用上
了“叮呗医生”APP；131位村民通过

“叮呗医生”进行转诊，实现分级诊
疗；村医在“叮呗医生”上累计建立患
者档案 5210 人份，参与远程会诊
377人次。

英德市连江口镇连樟村是广东
省定贫困村，这里山高路远，与其他
贫困村一样，老年人数量多。“老人病

多，出不了门，只能我走山路上门看
病。”作为常驻连樟村的医生，邓建文
每天都要到村民家里出诊看病，然而
每次遇到慢性病急性发作的患者，他
就很发愁。

为解决这一难题，广东省第二人
民医院将互联网医院服务点建在连
樟村，并为邓建文安装了“村村通”智
能医生 APP 和 PC 服务“叮呗医生”
终端，配备了便携式心电监测仪。更
让邓建文高兴的是，如果遇到疑难病
症，点击手机里的“叮呗医生”，还能

直接进行视频咨询、会诊。
“最近，我们还要在 100 个贫困

村推行AI医生村村通。”广东省第二
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军章介
绍，目前已经免费为英德 25 个贫困
村村医配备电脑、打印机、便携式远
程心电监测仪以及视频摄像头等设
备。未来 3 年，广东全省 2277 个贫
困村的村民都将不出村就能享受到

“互联网医疗+远程诊断服务”。
“在贫困山区，光在乡镇卫生院

以及县医院做心电监测还不够，我们
希望将这些基础的生命体征监测设
备放到最基层。”田军章告诉记者，乡
村留守老人多，慢性病特别是心血管
病急性发作多，早预防、早确诊、早治
疗非常必要。

“连樟村交通不便，但通过AI医
生和可穿戴设备，边远地区的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么好的医疗服
务，真是解决了广大村民就医看病的
大问题。”邓建文说。

广东为2277个贫困村定制AI医生
本报记者 庞彩霞

“ 我 的 这 一 架 子 菌 棒 共 有
3000 棒，投入 1.5 万元，龙头企业
出了 6000 元，合作社出了 3000
元，我只出了 6000 元，一年能有 1
万多元的收入。”在甘肃渭源光伏
食用菌扶贫产业园会川园区自家
菌棚里忙碌的王建国说。园区负
责人杨峰告诉记者：“园区采取的
是三保底再分红带贫增收机制，就
是将利润的60%先分给贫困户，再
把剩下的 40%按四四二的比例进
行再分配，这样可以保证贫困户的
收入。”

王建国是甘肃渭源县会川镇
本庙村的贫困户。地处黄河最大
支流渭河源头的甘肃渭源县，是六
盘山片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
是甘肃省深度贫困县之一。国务
院扶贫办定点帮扶该县以来，将产
业扶贫作为帮助当地实现脱贫的
治本之策，采取东西协作建立“扶
贫车间”、易地搬迁后续产业培育
等办法，让村民“不出村，有活干，

把钱赚”，夯实了脱贫基础。
渭源光伏食用菌扶贫产业园

区由3家企业联合8个合作社共同
经营，主要生产香菇、滑子菇、羊肚
菌等食用菌。目前已建成大棚456
座，生产菌棒140万棒，种植羊肚菌
3.3万平方米。通过土地流转，园区
内 140 户农户户均获得收益 2600
元。8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投
资捆绑、效益分成的方式，直接进
园参与生产，户均经营 3000 棒菌
棒，每年获得直接收入1万元以上。

渭源县顺盈家纺扶贫车间由
浙江小芽儿绗缝家纺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主要生产纯棉床上用品、
绗缝被、水洗被、沙发垫、窗帘等家
用装饰品。扶贫车间现有员工 95
名，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55 名，
人均月收入2000元左右。2018年
11月份投产以来，扶贫车间已有1
万多套家纺产品出口美国，产品同
时销往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
区。

甘肃渭源

不出村就能有活干
本报记者 李琛奇

苏宁拼购充分发挥

“互联网+”的作用，为贫

困地区农产品出山进城

搭建平台。目前，苏宁拼

购已在全国建成25个“拼

基地”，“拼基地”的产品

直接对接苏宁拼购线上

线下销售平台，从而破解

部分贫困地区的农产品

销售难题

在与苏宁拼购合作的豆制品加工厂里，工人正在用湖北省宣恩县农户
种植的黄豆加工腐竹。 本报记者 周 琳摄

“这个活儿操作简单，钱也不少
挣，还不耽误照顾家里。”在河南省
鹿邑县贾滩镇超群饰品加工扶贫车
间里，张海霞一边缝制服装一边告
诉记者。

张海霞是贾滩镇孙吉元村的一
名贫困户，为给丈夫治病花光了家
里的积蓄且外债累累，婆婆身体不
好，常年吃药，两个孩子都在上学，
家里的日子很艰难。后来经扶贫
工作队帮助，张海霞到“巧媳妇”工
程扶贫车间务工，收入增多了，家
里的日子明显好转，并在去年 10
月份实现脱贫。

自“巧媳妇”工程开展以来，
鹿邑县积极把产业扶贫和乡村振
兴有机结合起来，帮助留守妇女
就地就近居家灵活就业。结合地
方优势、立足市场需求、发挥女性
特长，鹿邑县着力推动“巧媳妇”
工程向服装服饰、女性饰品、手工
草编、家纺裁制、尾毛加工等方面
发展，让留守妇女撑起了扶贫“半
边天”。

“在家赋闲的农村妇女是‘巧媳
妇’工程的潜在劳动力资源，我们充
分利用资源优势，帮助广大妇女在
脱贫攻坚中发挥独特作用，铺好服
务妇女创业就业之路，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注入动能，贡献巾帼力量。”
鹿邑县县长李刚说。

在贾滩镇“巧媳妇”工程基地，
贫困户彭慧芳告诉记者：“老伴患重

病，做了3次大手术，儿子腰椎间盘
突出压迫右腿变形不能干活，家里
生活很困难。”根据家庭情况，彭慧
芳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村
里帮她办了低保，介绍她去“巧媳
妇”工程基地的扶贫车间务工，每月
收 入 2000 多 元 ，日 子 渐 渐 有 了
起色。

坚持“政府主导、行业促进、妇
联参与、社会协同、市场导向”原则，
鹿邑县按照每年发展 60 个“巧媳
妇”加工站点，新增1万名妇女就业
的目标，把扶贫车间办到村头、地
头、庭院，把农村留守妇女的劳动力
资源转化为承接产业转移的有效资
源，实现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增收。

“目前贾滩镇‘巧媳妇’工程基
地有 50 台缝纫机加工规模的企业
共有10家，拥有家庭加工作坊300
户，年产值5000多万元，带动安置
女劳动力 5000 余人，其中贫困妇
女 500 多人，人年均收入 4000 余
元。”贾滩镇镇长梁宗印说，这种“农
村当工厂、家庭当车间”的“巧媳妇”
工程可以有效凝聚农村留守妇女劳
动力，促进农户增收，确保形成支柱
产业。

“下一步将加大技能培训力度，
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短线与长
线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扎
实、深入实施‘巧媳妇’工程。”鹿邑
县委书记梁建松说。

河南鹿邑

“巧媳妇”撑起半边天
本报记者 杨子佩 通讯员 杨光宏

甘肃省渭源县会川镇本庙村贫困户王建国在光伏食用菌扶贫产业园
采收香菇。 本报记者 李琛奇摄

河南省鹿邑县大力推广“农村当工厂、家庭当车间”的

“巧媳妇”工程带贫模式，结合地方优势、立足市场需求、发挥

女性特长，发展服装服饰、手工草编、家纺裁制等产业，有效

凝聚起农村留守妇女劳动力，促进农户增收，形成支柱产业，

让留守妇女们撑起了扶贫的“半边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