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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一些贫困地区农产品遭遇销售难——

广开
“快速通道”
帮农产品出村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受疫情影响，近期部分地区重要农产品流通受阻，一些地区蔬菜、水果滞销卖难。解决农产品滞销和卖难是增加贫困户收入的重
要途径，各地要把加强农产品产销对接作为当前的大事要事，要把保地产与外部调运相结合，把常规渠道与应急保障相结合，把传统流
通与新兴业态相结合，努力把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位向社会发出疫情防控时期农产品产销衔
接倡议书，
提出扩大农产品采购品种、数量，
特别是加大滞销卖难农产品采购力度，
不压
级、不压价，
保护农民利益。
目前，
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加入到了助
农行动中。农产品批发市场发挥主渠道作
用，
简化入驻手续，
强化管理服务，
适当减免
农产品进场交易等相关费用。商超连锁企
业保障农产品供应，杜绝哄抬物价、囤积居
奇等行为。电商企业加大网络销售力度，
建
立特卖频道，
丰富农产品种类。各地积极发
展农超对接、农社对接、直采直供等流通模
式，
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流通成本。

脱贫增收步伐坚定

2 月 17 日，
广西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平等村果农在收摘水果。
受疫情影响，
不少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
的农产品遭遇滞销卖难。今年的中央一号
文件提出，脱贫攻坚质量怎么样、小康成色
如何，很大程度上要看
“三农”
工作成效。可
以说，在当前情况下，解决好贫困户的农产
品滞销问题，不仅关系贫困户脱贫信心，还
关系整个社会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
面对新挑战，农业农村部近日下发通
知，要求贫困县全面排查农产品销售情况，
应对滞销卖难问题。各类市场主体积极行
动，各地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滞销农
产品的生产流通秩序正逐步恢复正常。对
此，专家表示，要做好春季农业生产，
搞好贫
困地区农产品产销衔接和就业帮扶，
持续推
动农民脱贫增收。

物流不畅销售承压
受疫情影响，近期部分地区“菜篮子”
等重要农产品流通受阻，一些地区蔬菜、水
果滞销卖难，一些地方禁止活禽运输、家禽
正常供种，销售渠道被阻断，部分省份出现
“卖奶难”
“卖鱼难”，特别是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普遍面临用工难、用工贵，资金链紧张，
生产经营遇到很大困难。贫困地区受地理
位 置 和 交 通 区 位 影 响 ，更 是 受 到 了 不 小
冲击。
广西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
也是全国
最大的砂糖橘和沃柑生产基地，全区有 30
多个贫困县将柑橘作为扶贫主导产业，
对打
赢脱贫攻坚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广西
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梁雄介绍，当前广西柑橘
遇到了“卖难”问题，全区在田砂糖橘 170 万
吨、沃柑 100 万吨，价格同比下降 24%，涉
及 200 多万农户 700 万农民。家禽也是广
西重要的扶贫产业，当前活鸡价格同比下降
19%，已处理鸡苗 1674 万只，450 万只肉鸡
销售困难。这些农产品滞销将直接影响贫
困地区农民的脱贫增收。
针对这些难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出
台了保障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正常流通
等文件，为农产品销售流通提供保障，协调
解决生产流通与过度管制问题。当地农业
农村部门联合商务部门对防疫保供农产品
运输实行运费适当补贴；
联系中国农产品市
场协会等单位，发布供货信息，开展促销宣
传；
动员采购商对接采购和企事业单位系统
采购。多个市县采取销售奖励、运输补贴、
采购商专人服务、住宿全免等措施，鼓励沃
柑和家禽等产品的大宗采购。
解决农产品卖难滞销是增加贫困户收
入的重要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
发展学院副教授田晓晖认为，物流不通是制
约目前农业产销和农民增收的核心问题，应
保持绿色通道畅通，保证农资原料、禽苗、鲜
活农产品等涉农类物资运输畅通。在农资
配送过程中，
可效仿目前城市物流配送不见
面提货方式，鼓励各地创新农资配送方式。

除疫情严重地区外的各地政府应采取措施
允许种植与养殖业产业链相关支持行业整
体复工，开辟绿色通道尽快验收，允许验收
合格的企业尽快开工。

产销对接找到出路
“1 月中旬，不少主产区农产品开始滞
销，但消费者的果蔬生鲜订单却猛增。
”
拼多
多联合创始人赵佳臻说，据统计，1 月份平
台水果订单量同比涨幅超过 120%，米面粮
油、肉禽蛋类和新鲜蔬菜订单量，同比涨幅
超过 140%。面对这种大规模供需错位，平
台线上线下两手抓。
线下，发动近 6 万名新农人，对接 500
多个产区，帮助农产品出村。线上，
设置
“抗
疫农货”促销专区，给予农产品最高优先级
的流量扶持，帮助农产品进城。为提高流通
效率，还通过培训引导家庭农场、合作社转
变经营模式，从 ToB 批发模式扩大到 ToC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网络零售模式，
利用快递小件等电商物流网
络，
活化农产品流通源头。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常年担负
着北京 90%的农产品供应，也是很多贫困
地区农产品走进京城的关键一环。新发地
董事长张玉玺说，市场冬季农产品 60%来
自海南、广西、云南等南方省份，有椒类、豆
角、茄子等蔬菜，
砂糖橘、沃柑等水果。当部
分地区农产品逐渐出现滞销时，
新发地市场
积极与各农产品主产区实现对接，到产地直
接收购，将滞销农产品运往北京，再通过政
府储备库产品轮换、直通车进社区、便民菜
店、生鲜配送等多个渠道分销。
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会长黄
竞仪介绍，协会积极采购贫困地区农产品。
组织拼多多、百果园等大型农产品流通企
业，协调家乐福、上好佳等大型连锁超市，
2020 年将对贫困地区开展不低于 100 亿元
的专项采购。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会长张
玉香表示，
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联合成员单

近日，
江西省定南县老城镇丁坊村发挥
驻村第一书记作用，
一手协助村里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脱贫攻坚不放松，帮助贫困户解
决农产品滞销问题。
“要不是第一书记出手，家里 52 羽出栏
的鸭子，
真不知咋整，
每天都要喂食料，
卖又
卖不出。
”
近日，
该村贫困户曾建平终于不再
为鸭愁销路。目前，该镇 11 位第一书记化
身
“卖货郎”
，
通过互联网平台售卖和对接复
工复产企业食堂，助力贫困户销售家禽、蔬
菜、蜂蜜和草鱼等农产品。
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
俊表示，
“菜篮子”
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对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至关重要，
对巩固农民
增收势头至关重要，
对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
标至关重要。当前，
农产品特别是
“菜篮子”
产品流通，遇到的问题是阶段性的、区域性
的，海南、广西、云南、湖北等地区农产品滞
销卖难问题相对突出。各地要把加强农产
品产销对接作为当前的大事要事，
要把保地
产与外部调运相结合，
把常规渠道与应急保
障相结合，把传统流通与新兴业态相结合，
努力把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日前，农业农村部下发文件，要求对贫
困地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带贫龙头企业、农
民合作社等，优先发放信贷资金，贷款利息
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助。要指导加强劳务对
接，多途径协调解决带贫龙头企业、农民合
作社等用工难问题。充分利用仓储保鲜冷
链物流设施，优先支持贫困地区农产品储
运。大力开展消费扶贫，优先推动机关、学
校、医院和企事业单位集中采购贫困地区农
产品。
南京林业大学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高强表示，2020 年“三农”领域的战略部署
紧锣密鼓，一些既定政策安排亟待落实。
疫情会给农村全面小康和脱贫攻坚带来一
些冲击。这些冲击是多领域的，但总体上
看这些冲击多在短期、不在长期；会对具体
政策的落实方式提出挑战，但对于既定战
略部署的影响不大。今后要多措并举促进
农民增收。一方面，坚持以稳住农民工就
业为根本，营造新需求、开发新岗位，加大
稳岗支持力度，做好就业服务；另一方面，
广辟渠道、多点开花，加大就地转移和创业
支持力度，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上
多做文章。

陕西平利县启动防控应急机制——

“总队长”
防疫脱贫“点对点”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沈奕君

2 月 24 日，地处秦巴山连片特困区的陕西省安康市平利
县平镇高速 5 标段，十几名工人干得热火朝天；在该县三阳镇
九里村“粟米沟”，20 多位农民甩起膀子栽桑苗；在城关镇工
业集中区，戴着口罩的工人们加紧赶工，手起布落，一双手套
完成雏形……当日，平利县已有 10 家规模以上企业，11 家线
上商贸企业，4 个重点项目，6 家扶贫社区工厂集中开工。更
难得的是，
疫情发生至今，
该县尚无一例确诊病例。
战
“疫”
不松劲，
脱贫不歇脚，
发展不停步。地处陕鄂交界
的平利县与湖北有 16 个通道相连，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所有脱贫攻坚总队长就地兼任疫情防控总队长，
这个应
急机制看来很有成效。”安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平利县委
书记郑小东介绍，平利县运用去年建立的村脱贫攻坚总队长
机制，
把扶贫干部力量挺在疫情防控最前沿，
所有领导下沉到
村，把疫情防控任务精准细化落实到村到户，构建起了全县
137 个村和 6 个社区的疫情防控“一线作战体系”。
“我们实行
线上线下同步推进，线下到村，线上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对
村里的疫情防控布控。”平利县城关镇党委书记、普济寺村脱
贫攻坚总队长王贤君说。
顶住了防疫战，平利县转战发展主战场。陕西平利金龙
水泥有限公司是平利县第一批复工复产企业，早在 2 月 14
日，
平利县即安排一名领导、两名驻厂干部为企业送去消毒用
品，指导复工复产。公司总经理吴振军说，有了政府帮扶，企
业有信心、有决心战胜困难。
此外，
平利县建立了重点项目复工开工台账，
实行重点项
目和企业复工复产
“红黄绿”
挂牌督战，
明确时间节点、推进措
施和责任主体，同时聚焦“五个十万”农业产业，推动春耕生
产。在此基础上全力协调解决原材料、用工、资金不足问题，
排除防护物资、供应网络等困难，
帮助项目和企业业主尽快渡
过难关、全面复工复产。
在组织好本地企业复工复产的同时，平利县还积极与外
地企业点对点对接，
确保群众安全顺利外出务工。
经过信息登记、消毒杀菌、体温检测等防疫措施，来自全
县各镇的 400 多名外出务工人员坐上了由县里统一“定制”
的
免费专车，
踏上了前往浙江、广东、山东、河北等地返岗务工之
旅。据平利县人社部门相关人员介绍，
平利县制定了《打赢疫
情阻击战支持劳务输出务工增收巩固脱贫成果十条措施》，
以
“点对点、一站式”专车送进厂门的方式，促进有组织劳务输
出，使外出务工人员“出家门上车门、下车门进厂门”。到 2 月
26 日，
该县政府包车免费输送 21 车次 441 人。
截至 2 月 25 日，平利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工 64 家，线
上商贸企业开工 55 家，71 个重点项目开工，124 个农业园区
全面复工，
全县 70%的企业已经复工复产。
下图 2 月 13 日，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中皇艾业有限公
司员工在加工艾叶。
沈奕君摄（中经视觉）

青岛胶州提前发放扶贫款——

318 户收到“意外之喜”

“带货书记”谈生意

本报记者 刘

本报记者 乔文汇 通讯员 叶 翠
“不能出门，葡萄干咋卖？”前几天，吾
休尔·艾米一直心急如焚。
今年年初，这名贫困户收购了 6 吨葡
萄干，从新疆哈密运到甘肃武威。由于生
意红火，
他急忙赶回老家打算再收购一批，
趁着春节再赚点钱。但没想到，正当他收
购了 3 吨葡萄干准备再次东行时，却因要
配合疫情防控，
村子采取了封闭管理措施。
“疫情形势严峻，咱必须配合，但一想
到生意就这么黄了，还是急！”在哈密市伊
州区五堡镇比地力克村的家中，
吾休尔·艾
米“吃啥都不香”。了解情况后，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市纪委监委驻村工作队队长买
买提·阿不都拨通了电话，
“特殊时期，
你得
服从大局，
卖葡萄干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
放下电话，常帮乡亲卖特产的“带货
书记”也犯了难。
“ 防疫要紧，但脱贫也不
能耽误。
”
他暗自下了决心。
随后，买买提·阿不都不停打电话请
同事朋友帮忙，又发了微信朋友圈，希望
能有买家，但连续几天没有音信。最后，
他给做干果生意的艾买提·依不拉音打
起了电话，
“ 有个贫困户村民收了 3 吨葡
萄干，结果窝手里了，
你能不能帮帮啊？”
“啥？3 吨？可是不少。”电话那端，
艾买提·依不拉音沉默了两三秒。
“ 都要

了，
就当提前存货了。
”
“你这可解了燃眉之急，现在不是收
购季，疫情也影响生意，你收过去也得干
放库房里呀。
“
”带货书记”
有些过意不去。
“这叫啥话，这是为贫困户办好事，以
后有这种情况，我还收。”艾买提·依不拉
音提高了嗓门。

3 吨葡萄干有了着落，吾休尔·艾米
拿到了 2 万多元货款，紧锁的眉头舒展
了。
“多亏了书记和好心人的帮助，以后生
活好了，我也要帮别人。”这名贫困户眼里
泛着泪光。
图为买买提·阿不都（中）为贫困户联
系好了买家。
（资料图片）

成 通讯员 匡亚坤

“俺的银行卡里突然多了 330 元钱，是村委会给的吗？”2
月 17 日，家住青岛胶州市铺集镇石清沟村的徐术民老人给村
书记徐敬林打来电话询问。
“正要打电话告诉你呢，
这个钱是咱镇党委统一发的。考
虑到受疫情影响，镇里统一研究决定将扶贫项目收益资金提
前发给大家。
”
徐敬林告诉徐术民。
据了解，铺集镇石清沟村共有 14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他
们均在第一时间收到了这笔钱。
“我们镇在胶州是第一个发放扶贫项目资金的。”铺集镇
扶贫办主任王守刚对经济日报记者说，
疫情当前，
为保障生活
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根据《青岛市扶贫资产及收益管理办
法》，铺集镇结合实际，以户为单位，于 2 月 17 日前通过银行
账户转账，对镇内现有脱贫享受政策建档立卡贫困户实行项
目收益分配。
据了解，本次发放金额总计 114140 元。同时，为了让扶
贫更加精准，在对各户全面核对的基础上，将分配资金分为
330 元和 430 元两个标准，
突出重点、精准帮扶。
“这段时间扶贫办的同事格外忙碌，除了要做好所包村
庄、企业的疫情防控督导工作，还要加班加点核对信息，争取
第一时间将扶贫项目收益分配资金发放到位。”王守刚说，越
是疫情防控攻坚期，
越是不能忽视身边的贫困户，
这个时候收
到来自党委、政府的暖心
“红包”
，
他们一定很高兴！
据悉，除了收到这笔项目收益资金外，全镇 318 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同时还收到了向其定向发放的口罩以及生活日用品
等，各村以及各公益组织也纷纷行动起来，赠送果蔬肉蛋奶，
帮助清理居家卫生，
定期消毒杀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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