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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

各地普遍出现了农产品滞销问

题，农产品长期依赖的线下交易

几乎停转，广大农户特别是贫困

户承受很大压力，增收受到影响。

如何解困？如何重建农产品

供应链？更多电商站了出来！不

仅各大电商平台都在出台专门的

“助农”项目，各地扶贫干部也在

加快组织贫困户利用新技术手段

改变困局。

在海南乐东县，阿里巴巴正在加紧帮助重启当地哈密瓜外销渠道。 （资料图片）

“姐姐你用电视听课，我用手机听课，咱俩互不耽误。”2
月10日上午，江西省樟树市经楼镇两江村初一年级学生南
灿，手捧着一部智能手机，高兴地对姐姐说。而在几天前，南
灿还为不能在线听课发愁，镇里的包村干部送来的一部智能
手机，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南灿的父母患有慢性病，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生活
比较困难，家里最值钱的电器也就是一台闭路电视。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南灿和姐姐只能在家线上学习，可是一台电视
机满足不了姐妹二人的学习需求。关键时刻，镇干部送来了
一部爱心人士捐赠的智能手机，并帮她下载了赣教云APP，
指导她如何登录，在线上听课。最让南灿高兴的是，贫困户学
生线上学习产生的流量费用，镇政府将全部买单。

停课不停学，为了不让一个学生“掉线”，该镇提前摸排中
小学生线上学习可能存在的困难，发现存在“一机多人”问题
的困难学生有14人。为此，该镇向社会发出献爱心倡议，很
快就收到部分教师和爱心人士主动捐赠的富余手机14部。
同时，对于没有安装无线网络、需要用流量听课的贫困家庭，
流量费全部由镇政府买单。此外，该镇还为即将参加中考的
119名初三年级学生购置教科书，用酒精消毒后送至每位学
生手中。“有了教科书，在线上听课就更加方便了。”南灿的姐
姐南佳今年6月就要参加中考，之前还担心没有教科书，复习
起来不方便，现在完全没有这个顾虑了。目前，该镇所有中小
学生均可实现在家线上学习。

不让一名学生“掉线”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向 斌 王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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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在全民参与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队伍中，出现了越来越
多贫困户、脱贫户的身影。他们心
怀感恩，积极参与各种防控工作，希
望为家乡抗击疫情贡献力量，以实
际行动回报社会。

变身防疫排查志愿者

“村里有什么能帮忙的，尽管叫
我，我愿意出力！”这几天一大早，江
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楠木乡盘田村防
疫志愿者刘艳就戴好口罩、袖标赶
到路口执勤点，与乡、村干部一起值
守，登记进出车辆信息，为村民测量
体温，宣传普及防疫知识。

22岁的刘艳是盘田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4天前，村广播发出这样
一条信息：“为做好新冠肺炎防控工
作，现在要在几个路口设置卡点，对
来往车辆和行人开展防疫排查，村
干部人手不足，希望党员、志愿者积
极报名。”刘艳听到后，立即给村里
打电话主动报名参加，当天就投入
了抗“疫”之中。

“我家里困难的时候，是党和政
府帮助了我，让我可以完成学业，成
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疫情期间，
别的我不会，执勤还是可以的。”刘
艳说。

争当防控宣传员

“做人不能忘本，在党的好政策下，我们顺利脱了贫。现
在遇上这么大的麻烦，我们也要出一份力。”面对村干部上门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安徽省岳西县莲云乡腾云村脱贫户刘四
喜诚恳地说。家住当地腾云小区的他，在疫情防控中主动递
交“请战书”，做好小区40个住户的宣传、摸排、劝导等工作。

“不要串门、不要聚集，出门要戴口罩、要勤洗手……”店
前镇河西村乡村水泥路上，年过半百的程诗远拿着大喇叭用
乡音土话挨家挨户吆喝新冠肺炎防控“六要六不要”。2016
年底实现脱贫的程诗远听说村里防控宣传人手不够，第一时
间到村里要求报名参加。连日来，他既下乡宣传疫情防控知
识，又主动在村内主要路口值班值守，还利用休息时间蹬着自
家三轮车清运生活垃圾，为村民发放防疫口罩等。

学生志愿者学以致用

连日来，山东省莱西市防控新冠肺炎阻击战队伍中，又加
入了一个特殊群体——昔日的贫困户，他们成为防控战线的

“好帮手”。
莱西市店埠镇东张格庄村贫困户于乃令的女儿于冬妮，

第一时间报名成为一名志愿者。身为中医康复专业学生的
她，除了帮助村里管控出入车辆外，还主动帮助村民讲解防疫
相关知识，详细讲解口罩的正确戴法等，不断提醒村民尽量不
要出门，切实做好自我防护。“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照顾，帮
我们修缮了房屋、申请了慈善助学。我学习中医康复专业，希
望将来能够帮助他人。”于冬妮说。

文/本报记者 郭静原 文 晶 刘 成 通讯员 刘
萌 徐进群 储景荣 程 强

图为南灿姐妹俩在家线上学习。 陈利刚摄（中经视觉）

“打开淘宝，搜索‘吃货助农’4个字就可
以购买农产品，价格比平时便宜多了。”近
日，一条关于在网上购买滞销农货的消息在
微信朋友圈里快速传播，受疫情影响宅在家
里的人们纷纷拿起手机抢购，既解决了家中
买菜难的问题，又缓解了农户的销售压力。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一
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产
品生产销售受到严重冲击，不仅影响了农户
当下的收入，也打乱了部分农产区的春耕生
产计划，给脱贫攻坚工作带来了挑战。如何
发挥好电商平台的独特优势，无疑是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一大关键。

农产品滞销真愁人

春节通常是农产品的销售旺季，但受疫
情影响，形势不容乐观，包括土豆、春笋、草
莓、猕猴桃等在内的蔬菜水果，尽管价格一
降再降，但销路依旧受阻。

“我卖冻梨好多年了，今年受到疫情影
响，线下的交易几乎全停了。要不是阿里助
农帮我们线上卖梨，协调快递往外发，这些
梨可能都要烂在自己手里了。”在吉林松原，
号称“冻梨大叔”的张振强说。

每年冬天都是四川猕猴桃的销售旺季。
在四川蒲江，不少市级贫困村依靠猕猴桃产业

翻了身。但是蒲江的果农在销售上犯了难。
“往年这个时候，猕猴桃的采购价就有五六元
一斤，今年3元一斤都没人收，车根本进不了
村子，更别提组织人上山采摘了。要是有人愿
意上山摘我的猕猴桃，5毛一斤我都愿意卖。”
面对滞销的猕猴桃，果农无奈地表示。

在海南三亚，杨礼贤种植的6000亩芒
果已经有2000吨可以上市，尽管售价比去
年低三分之一，还是没有人上门收购。疫情
发生后，海南农产品出省的电商通道基本上
全线瘫痪，连包装用的纸箱都得从外省调
用。据估计，仅海南一地，急待上市的蔬菜、
水果就达到20多万吨。

福建秋满枝实业有限公司的郑玉柏同
样表示：“从采收到销售整个链条受阻，多地
封村，采摘工都找不来。因为招不来工人，
加工包装厂复工也很难。”

因为疫情，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农产品

滞销问题。阿里巴巴“天猫小二”福烁介绍
说，造成滞销的因素主要有三：防疫导致大
型农产交易中心封闭，使得农产品长期依赖
的线下交易几乎停转；防疫期间道路封闭或
者半封闭，造成物流困难；因为停工，打包发
货所需的纸箱、泡沫等包装材料短缺，人工
相较往常也十分稀缺。

电商平台各出高招

面对困境，电商平台各出奇招，拿出了
“杀手锏”。

2月6日，淘宝吃货频道仅用12小时就
率先在淘宝平台上线“吃货助农”频道，第一
批优选了山东、四川、浙江、辽宁等6省10款
滞销优质农产品。由于物美价廉，加上解决
了消费者采购难题，3天时间，仅“吃货助农”
频道销售农产品就超过了300万斤。

“往年我们也在网上卖冻梨，一天也就卖
四五千单。但是在‘吃货助农’频道上，一天
就能卖1万单。虽然这个量并不能弥补线下
的损失，但至少看到了希望。”张振强说。

由于打开了销路，每天能卖掉5000单
的芦笋，山东青岛菜农李秋兰和村里人已经
在自家春棚里开展下一茬芦笋的种植，并且
积极准备3月后的露天种植。

淘宝吃货频道负责人张琦透露，据估
算，每销售2000斤农产品，就可以帮助一户
农民筹备到开春复耕所需费用。下一步，将
争取覆盖更多省份、更多品类、更多农户，尽
可能帮助更多人。

淘宝之后，其他电商平台快速跟进。2
月10日，京东发布“告全国农人书”，宣布开
通“全国生鲜产品绿色通道”，全面开放并倾
斜供应链、物流、运营、推广等核心资源，解
决滞销生鲜农产品上行问题；同时，借助全
渠道、全业态等落地优势，让优质的生鲜产
品迅速送达更多用户手中。

同日，拼多多正式上线“抗疫农货”专区，
帮助贫困地区和部分农产区解决特殊时期的
农产品滞销问题。用户通过APP首页焦点
图、限时秒杀等入口，以及搜索“助农”“爱心
助农”“农货”等关键词，均可直达该专区，以
最优惠价格购买产地直发的水果和蔬菜。

目前，该专区已覆盖全国近400个农产
区包括23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商品囊括脐
橙、苹果、草莓等各类水果和主要生鲜食
材。据悉，针对此次特殊活动，除充足的流
量支撑外，拼多多还设置了5亿元专项农产
品补贴以及每单2元的快递补贴，以帮助解
决疫情期间的农产品产销对接问题，使农户

的收入得到保障。

期待更多“神奇能力”

突破疫情重重“封锁”，恢复一条近乎瘫
痪的农产品供应链，需要多长时间？答案
是：最多两天。看似简单的交易行为，背后
隐藏着电商平台的“神奇能力”。

要想让中断的农产品贸易重新打通，涉
及方方面面，从采收到销售——农产品全链
路的每一个环节，从产地到销地——农产品
途经的每一个地方，都要全部从零开始。

针对中国冬季“菜篮子”海南果蔬滞销，
在政府支持和协调下，阿里巴巴紧急成立项
目组，整合数字农业、菜鸟和天猫等业务在
数字生产、数字流通和数字销售方面的能
力，加上34个商家参战，历时两天攻坚克
难，重新打通了海南发往全国从采收、加工、
物流到销售全链路的农产品数字供应链。
在这条全新的供应链上，海南农产品加工能
力已恢复到日均近5万单，大部分农产品可
以在72小时内发货，直供北京、上海、广州
等城市。

目前，云南、广西、四川、重庆等省份的
核心产区供应链已部分打通，可直达销售的
城市正不断增多。与此同时，天猫、淘宝、聚
划算、盒马、饿了么、阿里乡村事业部等，组
成了线上线下农产品销售的全域网络。

拼多多通过“拼模式”和“天网”“地网”
对农产品供需实现精准匹配。拼多多新农
业农村研究院副院长狄拉克表示，平台通过

“地网”系统带动8.6万余名新农人返乡，从
而推动各大主要农产区实现大规模上行；在
此基础上，再通过“天网”即农货智能处理系
统，对覆盖产区包括特色产品、成熟周期、物
流条件、仓配设施、加工型产业设施等在内
的数据和信息，经由系统统筹计算后匹配给
对应的消费者。

京东物流专门为绿色通道推出冷链专
项支持方案，针对滞销农产品搭建专线解决
运输问题，并进行重点升级保障，优先生产、
优先派送。

面对疫情，电商平台优势更加凸显。商务
部副部长王炳南表示，疫情发生以来，国内主
要电商企业在保障市场供应上发挥独特作用，
积极增加供给，畅通配送渠道，保障消费安全。

电商企业表示，接下来要进一步摸清各
地农产品的滞销情况和主要原因，对症下
药，把运力、包装、人力和营销资源尽最大努
力优化配置，也会对物流、包装进行补贴，让
更多人回到工作岗位上来。

农产品滞销，线下销售链条出现梗阻，农户陷困境——

电商出“奇兵”解“卖难”在行动
本报记者 王轶辰

“淘宝店开起来了，销售渠道广了，我
的产品也不愁卖了！”43岁的肖朝磊盯着
电脑屏幕前的淘宝店，笑容满面。

肖朝磊是河北平乡县节固乡西尹村扶
贫小院的户主，他的小院生产加工档案盒
制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销售业绩较
以前有所下滑。最近几天，在驻村帮扶工
作队帮助下，他接受了网上开店培训，成为
一名淘宝店主。

“开店是起步，今天上午9点半在APP
上还有讲解淘宝店进阶教学，一定要准时
参加。”2月11日，西尹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郭亚星在微信中叮嘱肖朝磊。防疫期间，
工作队已经为全村7名扶贫对象开展了网
络就业培训，让他们掌握新知识、新技能，
扩宽就业渠道。

抗疫不缺位，扶贫不放松。面对严峻
疫情，平乡县坚持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

作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在为群众织密
疫情防控“健康保护网”的同时，为贫困群
众织出一张“产业拓展网”。

据了解，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以来，平乡
县1600余名扶贫干部和78个扶贫工作队
主动取消春节休假，第一时间到岗到位，从
一线“扶贫斗士”迅速转身为“防疫战士”。

“我们通过建档立卡APP、电话、微信
等工具对全县贫困对象加强检测，积极帮
助贫困村、贫困户谋划今年的产业就业增
收项目。”平乡县扶贫办负责人徐军彪说，
县里各单位也结合自身职能，提早部署疫
情防控后的脱贫攻坚帮扶工作。目前，平
乡已建成2020年脱贫攻坚项目库，其中谋
划产业、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等项目369
个，总投资1.28亿元，确保在打好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同时，真正做到抗“疫”扶贫两
不误、两促进。

一场疫情让我变成淘宝店主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李 超

2月10日傍晚，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
面甸镇的洋葱田里一片忙碌，10多名农民
正在打包装箱近万斤紫皮洋葱。就在几天
前，他们还在发愁如何将洋葱卖出去。

受疫情影响，原本在春节前后进入“畅
销季”的建水紫皮洋葱遭受重创。

今年29岁的王耀忠是拼多多平台上
的一名商家，几年前他与4名大学毕业的
朋友组建了一支12人的电商创业团队，做
起了“寻鲜人”。他们经销云南当季时鲜蔬
果，建水紫皮洋葱是主营商品之一。

王耀忠说，去年3月番茄滞销，堆在田
间地头，逐渐腐烂，空气中飘着一种酸甜
味。“这个场景看着太难受了。”更让他忘不
掉的是农户的表情，一脸无可奈何。此次
疫情影响面更大，批发市场不开市，收购商
进不来。再卖不出去，洋葱也只能“烂在地
里，烂在仓库里”。据红河州商业局副局长

蔡云飞估计，今年当地受疫情影响的农户
超过100户。

“实体批发市场关停，电商平台的店
铺如何在短期内打开销量是关键。”有电
商经验的王耀忠想到了线上促销，2月9
日与拼多多小二联系后，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报名参加了平台的“抗疫开拼，爱心助
农”活动。

令他意外的是，活动开始不久，店铺内
做了两小时直播，就卖出了1万斤洋葱。

直播员轮番上阵，王耀忠的妻子也不
得不临时客串。直播间很简陋，既没开美
颜灯，也没有专门的直播台。虽然有些业
余，但并没有影响网友们助农的热情，直播
间里频繁跳出拼团成功的提示。

王耀忠介绍，截至2月12日总共卖出
22.2吨紫皮洋葱，在岗的10人全部参与打
包发货，“仓库内终于又忙碌起来”。

直播两小时，卖了1万斤洋葱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海南省澄迈县桥头镇西岸村农民在拼多多“抗疫助农”专区推荐自家的地瓜，3天销售

了8.6吨。 张 千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