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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赤城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今年 2 月 29 日，
河北省政府发布通知，
确认赤城县退出贫困县序列。今年 10 月份，
经济
日报报业集团《证券日报》调研报道组赶赴赤城县展开深入采访。在采访过程中，
记者深切感受到赤城县领导班子凝心聚力、担当实干，
经
济日报社、北京市海淀区等帮扶单位倾力帮扶、真情付出，
当地企业家热忱创业、开拓进取，
当地群众摆脱贫困奔小康干劲十足。

河北赤城蹚出特色脱贫路
如剪穗，因为机器操作浪费较大，只能靠
工人收割，这就使得红谷米市场上每斤
价格能达到 18 元至 20 元，远超一般小米
每斤 6 元至 8 元的价格。
”
赵可说。
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这是当地
特色农产品面临的普遍问题。直播带货
则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新途径。赤城本地
企业御久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在尝
到直播带货甜头后，开始着力打造自己
的直播队伍，在工厂打造专门的直播区，
招募农民亲自售卖自家产品。

直播带来新机遇

结对帮扶解痛点

“买买买！”
“县长给力！”
“小时候的味道！”
“下单了！”
10 月 15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直播活
动在北京海淀融媒体中心举行。参加这场
直播活动的是北京市海淀区挂职赤城县副
县长赵可和经济日报社挂职赤城县副县长
尚红伟。直播间里堆满了琳琅满目的赤城
特色农产品，
榛子、
荞麦面、
燕麦、
苹果……
种类多达几十种。两位副县长对每一样商
品都熟稔于心，从口感、营养、卖点到故
事——无论主持人拿起哪样产品，
两位副
县长都能向网友们娓娓道来。这场持续两
小时的直播活动，
观看人数突破 16 万，
此
场直播在快手、新浪微博、百度、今日头条
等平台还吸引了610万网友围观。
活动受欢迎与赤城县消费扶贫工作
的出色开展分不开。赤城县素有
“八山一
水一分田”
之称，
多山是赤城特色，
但也制
约了赤城县的产业发展。这里曾是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8 年以来，赤
城县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首都两区”
建设定位，重新确立了打造“北京北蔬菜
园、后花园、科技园”
的发展定位。消费扶
贫便是实现这一发展规划的重要抓手。
“赤城县是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
态环境支撑区，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非
常高。目前赤城县已引进很多高新技术
企业，
没有污染较大的企业。
”
尚红伟说。
山谷纵横，严控污染，决定了赤城县
要走生态有机的特色农业发展路径。但
是光有产品“叫好”还不够，只有将这些
山沟沟里的好东西卖出去，让赤城特色
农业品牌真正走出去，才能形成产业良
性发展。
赤城县龙关镇出产的红谷米是一种
养生小米。
“红谷米种植过程中不施化肥
农药，每棵仅结一穗，亩产仅 200 斤左
右。种植的所有环节都由人工完成。例

为了破解产业发展“痛点”，2019 年
起，
赤城县将消费扶贫作为巩固脱贫成果
的重要举措，
围绕扶贫产品开展产销对接，
拓展销售渠道，带动贫困户增收。2019
年，
赤城县成立电商和消费扶贫工作专班，
由尚红伟任组长，
通过创建
“1+1+X”
消费
扶贫方式，建立消费扶贫平台，收购农产
品，
促进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尚红伟说：
“对口帮扶单位对赤城县
消费扶贫项目都给予大力支持。例如北
京市海淀区商委，在了解到赤城的需求
后，积极协调海淀区多家商超来赤城调
研，帮助赤城当地企业走出去。
”
对于这种帮扶，赵可亦感受深刻。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赤城县龙关
镇出产的 1 万多斤红谷米遭遇销售难
题。
“ 如果卖不出去，当地合作社明年可
能会解散，没有人再种植红谷米，这项特
色农产品很可能消失。
”
赵可说。
为了打开红谷米销售市场，帮扶团
队充分利用资源，从监测、品控、商标、包
装、运输、销售等多方面开展帮扶。帮助
企业与各大商超、机关食堂、工会组织及
电商平台合作，今年 9 月，1 万多斤红谷
米全部售罄。
据了解，2019 年，赤城县消费扶贫项
目获得北京市东西部扶贫协作帮扶资金
300 万元，用于开发电商平台、宣传推介
等 6 个消费扶贫项目。赤城县还与海淀
区签订消费扶贫战略合作协议，推动农
产品进商超、社区、企事业单位销售。近
两年，经济日报社、海淀区各对口帮扶单
位实现团购近 200 万元。

创新升级扶贫路径
今年 8 月 17 日，赤城县举行消费扶
贫“千城万店”启动仪式，现场签订采购
协议 13 份，协议金额 1600 万元，截至 9
月底完成合作店 125 家，覆盖北京、山

①

东、河南、广西、江苏、浙江等地，销售额
达 294.96 万元。
“千城万店”项目是赤城县绿色扶贫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绿扶公司）与赤
城县当地企业和南京、烟台、北京、柳州等
地企业共同发起的扶贫行动，
是外省份企
业利用渠道优势对接赤城特色农产品与
深加工产品，拓宽赤城农产品销售渠道，
建立长期稳定多元化销售的方式。
一方面，
“千城万店”
项目在线下能更
好地服务于社区群众，
为赤城农副产品融
入全国市场提供更多渠道；另一方面，合
作店既能线上宣传推广，又能直播带货，
有效提升了赤城农产品销量，
让更多消费
者了解、
认识赤城，
打通农产品销售渠道。
赤城县县长赵红革表示，赤城县生
态环境优越，农产品品质优良，本地企业
要立足地区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
业，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农产品
附加值，提高农产品供应水平和质量，拓
宽县域农产品销售渠道，建立长期稳定
多元化销售模式。
“希望各地企业与我们继续拓展合
作范围，营造全社会参与消费扶贫‘大氛
围’，形成脱贫攻坚‘大合力’，构建社会
扶贫‘大格局’，实现互惠共赢，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事业更好更快
发展。
”
赵红革说。

产业扶贫助力县域企业创品牌
虽然工业基础较为薄弱，
虽然工业基础较为薄弱
，但河北省赤城县
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将产业扶贫政策与资
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
源禀赋结合，
源禀赋结合
，扶持起一批优势企业
扶持起一批优势企业，
，带动了县
域经济发展，
域经济发展
，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
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
，脱贫攻坚
与奔小康同步进行。
与奔小康同步进行
。
“ 房子翻盖了
房子翻盖了，
，亲事说成了
亲事说成了，
，今年准备再
包 100 亩地种燕麦
亩地种燕麦。
。” 曾经的贫困户
曾经的贫困户，
， 如今的
致富带头人，
致富带头人
，赤城县清泉堡村村民胡金瑞干劲
十足。
十足
。“以前种出来的燕麦卖不出去
以前种出来的燕麦卖不出去，
，现在有
企业上门收购，
企业上门收购
，咱就多用些力气
咱就多用些力气，
，让日子过得
更好一些。
更好一些
。”胡金瑞说
胡金瑞说，
，他的变化正是源于一
家企业走进大山收购燕麦开始。
家企业走进大山收购燕麦开始
。
这家带动当地多个村镇农户脱贫的企业就
是赤城县本地企业御久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是赤城县本地企业御久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公司董事长王海龙是从这片大山里走出来的企
业家。
业家
。 御久粮在赤城县委
御久粮在赤城县委、
、 县政府帮助下成
立，主营燕麦类食品
主营燕麦类食品，
，公司积极与燕麦产区各
村镇和致富带头人对接，
村镇和致富带头人对接
，鼓励农户种植燕麦
鼓励农户种植燕麦，
，
很快便拥有了上千亩的合作燕麦产区。
很快便拥有了上千亩的合作燕麦产区
。
农户们种植燕麦有了不错的收入，
农户们种植燕麦有了不错的收入
，还可以
到御久粮的工厂去打工，
到御久粮的工厂去打工
，许多人因此脱贫
许多人因此脱贫，
，更
有人像胡金瑞一样，
有人像胡金瑞一样
，走上致富道路
走上致富道路。
。
王海龙坦言，
王海龙坦言
，
刚开始办厂时有很多困难，
刚开始办厂时有很多困难
，最
迫切的是燕麦饼干产品配方和制作工艺完善问
题。赤城县委
赤城县委、
、县政府在得知企业困境后
县政府在得知企业困境后，
，
主动
牵线搭桥河北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燕麦研究所，
牵线搭桥河北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燕麦研究所
，
专业技术人员不仅解决了饼干加工口感问题，
专业技术人员不仅解决了饼干加工口感问题
，
双
方还签约将御久粮定为燕麦科技示范基地。
方还签约将御久粮定为燕麦科技示范基地
。

“ 现在公司可以生产以燕麦为主料的酥性
饼干和韧性饼干，并将产品延伸到燕麦酸奶
饼干和韧性饼干，
并将产品延伸到燕麦酸奶、
、
早餐粉等，
早餐粉等
，这些都是农业科学院技术人员的功
劳 ， 帮我们解决了燕麦深加工问题
帮我们解决了燕麦深加工问题。
。” 王海
龙说。
龙说
。
经济日报社挂职赤城县副县长尚红伟认
为，要发展地方产业搞活经济
要发展地方产业搞活经济，
，
需要一批龙头企
业，进而以点带面辐射整个县域
进而以点带面辐射整个县域，
，
因此在多个领
域扶持一批地方企业和企业家，
域扶持一批地方企业和企业家
，让他们成为产
业带头人。
业带头人
。帮扶方式也不应局限于税收减免等
政策优惠，
政策优惠
，而是要与企业加强沟通
而是要与企业加强沟通，
，
了解企业所
需所想。
需所想
。
赤城县斌赋食品生产有限公司是赤城县的
一家规模企业，
一家规模企业
，主营荞麦
主营荞麦、
、藜麦面条食品
藜麦面条食品，
，80
80%
%
以上员工为残疾人，
以上员工为残疾人
，是当地重要的助残企业
是当地重要的助残企业。
。
斌赋食品董事长张海忠在去年底新增设一条价
值 1300 万元的生产线
万元的生产线，
，主要生产出口食品
主要生产出口食品，
，今
年受疫情影响，
年受疫情影响
，虽然 4 月份复工复产后订单仍
然充足，
然充足
，但企业面临流动资金不足的难题
但企业面临流动资金不足的难题。
。赤
城县领导在得知公司困难后，
城县领导在得知公司困难后
，帮助企业申请了
东西部扶贫基金，
东西部扶贫基金
，
缓解了企业现金流压力。
缓解了企业现金流压力
。
张海忠说：
张海忠说
：“当初回县里办厂
当初回县里办厂，
，一方面是
残联招商引资，
残联招商引资
，另一方面是想为当地作一些贡
献 。 现在企业越做越大
现在企业越做越大，
， 残疾人员工数量近
70 人 ， 种植基地数百亩
种植基地数百亩，
， 带动贫困户 200 多
人就业，
人就业
，企业生产销售越来越好
企业生产销售越来越好。
。县里不仅给
企业引来资金，
企业引来资金
，还帮助打通销售渠道
还帮助打通销售渠道，
，不断推
动企业向前发展。
动企业向前发展
。
”

赤城县绿色扶贫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下称
绿扶公司） 在 2019 年设立了消费扶贫基金
绿扶公司）
年设立了消费扶贫基金，
，
对接企业需求，
对接企业需求
，帮助企业走出去
帮助企业走出去，
，用于全县扶
贫事业。
贫事业
。绿扶公司总经理郝志国介绍
绿扶公司总经理郝志国介绍，
，很多企
业和农户营销力量较为薄弱，
业和农户营销力量较为薄弱
，经营者也不懂得
资本运作，
资本运作
，严重制约了企业发展
严重制约了企业发展。
。绿扶公司积
极组织企业主们走出去考察优秀企业，
极组织企业主们走出去考察优秀企业
，召开企
业对接会，
业对接会
，带队参加农产品展销
带队参加农产品展销，
，在产业化经
营中带动赤城县经济发展。
营中带动赤城县经济发展
。
王海龙认为，
王海龙认为
，绿扶公司的出现结束了县内
企业单打独斗的营销模式，
企业单打独斗的营销模式
，通过打造特色县域
品牌，
品牌
，使企业有更大干劲扩大生产
使企业有更大干劲扩大生产，
，投入更多
力量建设营销团队，
力量建设营销团队
，提高了产品市场影响力
提高了产品市场影响力。
。
尚红伟介绍，
尚红伟介绍
，虽然赤城县有十几家本地企
业和众多农产品，
业和众多农产品
，但缺乏品牌运作和产品精细
化加工与包装，
化加工与包装
，更对时下流行的网络销售一知
半解。
半解
。县里的产业扶贫工作
县里的产业扶贫工作，
，以绿扶公司为主
要抓手，
要抓手
，一方面扶持龙头企业
一方面扶持龙头企业，
，让企业做大做
强；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网络销售
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网络销售，
，鼓励企业家
直播带货。
直播带货
。
除了带领赤城县本土企业走出去，
除了带领赤城县本土企业走出去
，通过经
济开发区和文旅项目，
济开发区和文旅项目
，一批优秀企业也被吸引
到赤城来。
到赤城来
。在赤城经济开发区走访中
在赤城经济开发区走访中，
，记者不
仅看到御久良、
仅看到御久良
、斌赋等本地企业的扩产项目
斌赋等本地企业的扩产项目，
，
也有其他地区的企业被赤城县政策吸引来此落
地。如从北京搬迁至赤城经济开发区的北京春
之光科技有限公司、
之光科技有限公司
、铭悦行 （赤城
赤城）
） 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等。
有限公司等
。

县级融媒体讲好致富故事

作为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
境支撑区，河北省赤城县被人们称为“空
气质量北京周边最优”县。这里山谷纵
横、气候独特，如何把得天独厚的环境优
势转化为决胜脱贫攻坚的产业优势？赤
城县委书记郭新耀表示，消费扶贫作为
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的重要抓手，是
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近
年来，赤城县委、县政府围绕特色农业做
文章，以消费扶贫为抓手，蹚出一条脱贫
攻坚新路子。

河北赤城县龙关镇村民张衡面对
14 亩即将成熟的圆白菜，没等来买
家，倒是遇到了进村采访的赤城县融
媒体中心记者。记者们为他制作了一
条短视频并通过多平台发布后，10 万
多斤圆白菜很快就被抢购一空。通过
这种渠道，龙关红小米、大海陀架豆、
马营土豆等赤城特色农产品也相继成
为网红产品。
新建设的融媒体中心在赤城脱贫
致富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赤城
县融媒体客户端正式上线运营一年
多，
我们真切感受到它的力量，
它不仅
②
讲好了赤城人的故事，还把赤城的优
质产品、文旅项目等推向全国，
发挥新
闻媒体的力量帮助赤城百姓脱贫致
富。
”
赤城县融媒体中心主任明晓东表
示，融媒体中心筹建之初便得到经济
日报社的大力支持，成为全省第一家
央媒县媒联手共建县级融媒体中心示
范点。
赤城县融媒体中心突破了传统媒
体的影响面，将阵地拓展到各类新媒
体平台，在消费扶贫和帮扶困难群众
上倾注更多力量。在融媒体中心，明
晓东指着一整套“中央厨房”设备说：
“整套设施全部由经济日报社投资援
建，解决了我们的内容生产难题。现
在融媒体中心不仅有自己的网站与
APP，还开通了抖音号等新媒体账号，可以实现移动直播、即时
播发和网络资源共享。如果没有这套‘中央厨房’，我们的工作
量就要翻番。
”
为使赤城县融媒体中心切实助力群众脱贫致富，
记者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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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对致富带头人、致富故事展开报道，另一方
面还帮助农户或企业进行宣传推广，让一些销
售难的产品，通过媒体传播扩大知名度。明晓
东介绍，在与经济日报社以及多家媒体联合推
广下，赤城县融媒体中心已经帮助当地多家企
业解决了产品销售难题。曾经有一贫困村规划
通过黑猪养殖致富，但因为收购商临时取消收
购，导致整个村黑猪滞销，养殖农户积极性也受
到打击。赤城县融媒体中心得知这一情况后，
通过加大对当地黑猪养殖业的报道力度，很快
就帮助村里解决了销售难题。
除了推广报道农产品外，赤城县融媒体中
心还积极跟进赤城县乡村改造建设。赤城县拥
有丰富的文旅资源，如温泉资源、大海陀景区、
冰山梁景区等。为了充分开发这些资源，赤城
县以窑子沟村、小田家窑村等为示范点，引入有
经验的企业建设乡村民宿，发展乡村旅游。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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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县融媒体中心通过对这些乡村改造的跟进报
道，向赤城县其他村镇传递了新思路、新理念，
引导他们从文创与消费升级等角度探寻自己的
脱贫致富路径。
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赤城县融媒体中
心，不断将村民的生活变化、环境改善用一篇篇
图① 赤城县龙门镇李家窑村的种植基
具有影响力的报道展现出来。明晓东说：
“作为
地的白雪公主草莓，是赤城县着力发展的特
全媒体融合运营平台，我们从单一传播向多功
色农产品之一。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能服务转变，突破传统媒体宣传理念，将电商与
文创作为平台建设重点，推进融媒体跨界经营，
图② 延崇高速、张唐铁路与 112 国道
服务赤城当地百姓。
”
在赤城县交会。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图③ 赤城县副县长尚红伟在直播活动
中介绍赤城特色农产品。
徐天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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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 在斌赋食品生产有限公司的加工
车间里，
工人在认真操作生产。 闫立良摄
图⑤ 位于赤城县县城的白河湾公园，
成为人们休闲好去处。
闫立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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