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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会场之内讨论声热烈、会场之外飘来丝丝
香甜。在今日上午于白沙黎族自治县举办的中国青
年电商助力扶贫攻坚论坛上，东道主不仅用一场场
思想的激烈碰撞为在场的观众奉献了丰盛的电商理
论“大餐”。在茶歇之时，白沙也用一种种原生态的
地道美食招待了远道而来的客人。

七坊红心橙汁多味美、细水凤梨清甜脆嫩、白沙
绿茶唇齿留香、紫玉淮山松软甜口、黄金地瓜天然滋
补、陨石坑咖啡滋味神奇……在不大的茶歇室里，来
自白沙绿水青山间的天然味道弥漫开来，一下子激
活了与会嘉宾们的味蕾。

“红心橙果然很甜，能在现场下单吗？”“紫玉淮
山不仅与普通淮山颜色不同，味道也不一样啊，还没
正式上市，能预购吗？”“黄金地瓜真的不负美名，入
口即化！”“这就是名声在外的白沙绿茶吧！可惜没
能喝到第一口春茶啊，这下我得惦记了！”……来自
天南地北的不同口音，发出的是对白沙生态农产品
的同样赞美。

对于这些来参加电商助力脱贫攻坚论坛的嘉宾
来说，在品尝了这些农产品后，他们也对白沙能在两
年时间内实现农村电商的飞速发展有了自己的理
解。不少嘉宾还在现场扫了扫立在桌上的二维码，
为白沙电商扶贫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此外，在简单的茶歇里，东道主还准备了别致的
投票环节，在嘉宾们品尝了各种特色农产品和加工
产品后，可以将自己手上的三张选票投给自己心仪
的农产品。

在论坛顺利闭幕前，白沙也公布了此次最受欢
迎农产品的投票结果：作为优秀扶贫农产品的黄金
地瓜最终斩获头名，近来上升势头凶猛的七坊红心
橙拿下第二，而日益崭露头角的细水凤梨则拿下第
三。

借此次在青年电商助力脱贫攻坚论坛上的惊艳
亮相，白沙特色农产品不仅俘获了嘉宾们的味蕾，也
坚定了作为电商扶贫基础的位置。

在本次中国青年电商助力脱贫攻
坚论坛上，主办方用圆桌论坛的方式，
邀请到五名与会的业内人士围绕“新
形势下电商扶贫独特作用”这一开放
性主题展开热烈探讨。他们从自己的
专业角度出发，结合白沙以及国内电
商发展趋势和国家脱贫攻坚战略推进
形势，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头脑
风暴”。

在通过视频欣赏了白沙的绿色生
态和生机勃勃后，与会嘉宾对于白沙
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同时也对白沙能在交通十分不便、生
态保护担子重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
电商发展成就表达了赞许。

放眼全国，一直不被当做主流市
场的农村经济市场，在当下有了很大
的发展空间，农村市场成为了一块藏
宝地。并且在政府扶持、电商下乡和
青年电商创业等力量的共同推动下，
农村电商取得了明显进步，也保持了
快速发展的态势。

如何让白沙的生态农产品走出海
南，助力百姓的脱贫攻坚，走向全国甚至
全世界，嘉宾心里都有了自己的见解。

复旦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副主
任、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县主审专家邵
明表示，电子商务示范县的标准体现
在几个方面：一是流通体系，即降低最
后一公里的成本，提高物流效率。二
是农产品的供应链体系，即提高农产
品的附加值，打造包装标准化、品牌化
的供应链。三是农村促进体系，即借
助微商，把农产品上行层面做出突
破。四是乡村服务体系，要建立便民
利民的本地生活金融服务。五是人才

培养体系，即如何促进贫困县农民就
业。六是电商体系，龙头企业要规模
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农村电商+精准
扶贫”经过几年推动，助农增收已经取
得非常高的成就。

“电商扶贫绝不仅仅是让贫困户
开网店，而是形成一个生态体系，让贫
困户参与生态体系的环节和链条当
中，最终让贫困户赚钱。”山西省隰县
人民政府县长王晓斌表示，电商扶贫
除了有人才，还要有产业和生态。要
想将扶贫效果发挥出来，必须把电商

做成气侯，形成生态系统。在他看来，
一方面要打造地方特色农产品，另一
方面要将人才培养作为农村电商最重
要的一项基础工作。

在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社会
动员处处长王大洋看来，中国青年电
商助力脱贫攻坚的清风已经在白沙徐
徐吹起来，希望中国青年电商助力脱
贫攻坚越吹越大覆盖到更多的贫困地
区。电商扶贫是直接和贫困户增收相
挂钩，也是和贫困人口的收入挂钩，所
以做好电商扶贫非常重要。“特别是商

务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按照3年
全覆盖的工作部署，共同开展电子新
农村示范工作，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县申报范围确定为国家级贫困
县和欠发达革命老区县，截至今年，已
覆盖国家级贫困县499个。”王大洋表
示，下一步，他们还将动员社会力量帮
助我国的贫困县推销农产品。

“在我们青年电商联盟内有个会
员，位于宜昌，它是在我们供销一家的
扶助下成长起来的企业，从2016年开
始打造县级电商服务中心开始，不但

解决了当地的发展桎梏，还有一个重
要的职能是做小微电商企业的孵化。”
中国供销电商运营公司商务合作与公
共关系部总经理宋荷说，作为县级电
商服务中心非常重要的组成模块，都
会有一个区域专门作为孵化器的功能
存在，以非常低廉的价格甚至免费入
驻，并提供公共设施，如摄影棚等等，
且定期组织免费人员机能培训。“这可
能是供销一家能够为青年电商做的扶
持工作之一。”宋荷说。

在宋荷看来，青年电商人才冲劲
闯劲足，但在工作过程中，包括电商创
业启动资金、项目同质化等方面非常
严重，竞争力非常有限。“有50%的电
商销售额在10万元以内，有75%的创
业员工工作经验只有三年到五年甚至
更少，所以帮助电商青年企业创业是
我们供销一家非常重要的使命和责
任。”宋荷说。

“我们鼓励每个村有自己的微信
公众号，村民开微店推销农产品。”腾
讯产业政策部主任、腾讯为村平台负
责人陈圆圆说，腾讯帮助村里开微信
号，村务管理信息可以通过微信沟通，
同时还鼓励村民开微店，通过社交圈
将农产品推广、销售出去。

在讨论最后，参与讨论的嘉宾也
用“我们期待白沙县尽快开展供销一
家的身影。”“财富的产生需要链接。”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希望白沙成为
中国青年电商新的起点。”“希望整个
白沙老百姓人人助力，个个加油！”5
句话做了结语，在表达自己观点的同
时，也祝愿白沙电商继续生机勃勃地
发展。

12月16日上午，由共
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中
国青年企业家协会指导，
中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协会、中国青年电商联盟
和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
（CCTV-7农业节目）共同
主办的中国青年电商助力
扶贫攻坚论坛在白沙黎族
自治县开幕。

在“精准扶贫，青年电
商在行动”的大主题下，来
自国内各大互联网企业、
电商平台的业内人士和专
家学者们，用主旨演讲、圆
桌论坛、经验交流等形式，
分别就“新形势下电商扶
贫独特作用”“精准扶贫，
青年电商在路上”等话题
展开了热烈讨论。思想碰
撞产生的火花，必定会为
着力发展农村电商、助力
精准扶贫的白沙带来意想
不到的收获。

结合电商发展和国家脱贫攻坚战略

五位业内人士畅聊电商扶贫

白沙是黎族苗族聚居市县，同时
也是革命老区。2015年，白沙将电子
商务列入全县发展的总体布局，将其
作为促进贫困群众增收致富的途径之
一。两年来，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
努力下，特别是在一大批青年电商人
的努力下，实现工业品下行，让现代工
业产品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与此同时，对于阿里巴巴、京东、
苏宁等互联网企业的大格局发展下，
使得白沙也较好地实现了农产品进
城，实现了深山农货通达天下，初步铺
就了一条贫困县电商服务的发展路
子，也以电商精准扶贫为重点，推动了
互联网创新成果和扶贫工作的深入融
合，加快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步伐。

青年电商在推动电商扶贫中能
起到怎样的作用？他们在未来发展
中又占据怎样重要的位置？对此，五
位从事电商行业的青年互联网创业
者和研究农村电商的学者展开了热烈
讨论。

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
院长、中国青年电商联盟常务理事李
鸣涛看来，全国的农村电商处在快速
成长阶段，贫困地区的农村电商，需要
大家去精耕细作。“贫困地区有很多产
品待挖掘，资源有待开拓，但同时也面

临一系列的挑战。”李鸣涛说，贫困地
区处于交通不便利，物流成本高，很多
贫困地区没有年轻人，如何把年轻人
再吸引回到贫困地区，是值得我们探
讨的问题。

“这个时候，就要有‘三心两异’
了。”李鸣涛笑道，三心是“不忘初心”，
因为农村电商要解决的是在贫困落后
地区发展的问题。同时也要有“恒
心”，在面临问题挑战的时候，没有持

之以恒的态度就可能会退缩放弃这快
市场。第三个心则是“奉献爱心”，脱
贫攻坚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战略，所
有的参与者都要体现价值。

而两“异”讲的是“标新立异”，多
谈点创新的做法，通过媒体、宣传去带
动引领农村电商的发展。第二个“异”
叫求同存异，要好好的挖掘和研究，如
何能够真正的做到扶贫的精准性，也
要认识到自己贫困的原因，用精准手

段精准帮助贫困群众。青年电商推进
扶贫工作，就要具备“三心两‘异’”。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副
院长、农村电商研究中心主任郭红东
认为，电商的发展主要有几个要素：一
个政府怎么合理作为，二是草根创业，
三是依托特色产业，四是以产品促进
发展，五是物流体系。同时，还需要改
变两个理念，一个是农产品的发展。
白沙地处山区，交通运输方面没有优
势，但作为少数民族地区，还能发展传
统工艺品文化。

另一个则是在物流体系上。他表
示，最近贵州省息烽县出现了淘宝村，
最大的特点是政府物流补贴，而海南
西部地区政府也需要发挥好的作用，
白沙如果能将物流进一步发展好，电
商一定会走出更好的明天。

“农村做电商，核心是抓住人。”北
京村村乐科技有限公司CEO胡伟称，
首先农民要有自己的精气神，想干事
就干事，想创业就创业，农村要跟城乡
对接起来，通过电商进行互动，做好相
关服务。

在胡伟看来，白沙可以在推进电
商扶贫的同时，在每个村里树立一个
青年电商榜样。“因为在农村，榜样的
力量往往是无穷的。”

味道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
磊则认为，味道网基于电商平台，并
服务于整个产业链，服务渠道用
户。“对于服务而言我们是共享，对
于产业段来说我们是孵化器，共享
能让产业发展进行完美的匹配。”他
说，农村电商要打造富含感情的品
牌，提升品牌价值。

而他的建议是，任何一个品牌区
域能够抱团取暖，将渠道商、用户连
接起来，共同开拓农村电商市场。
他最后表示，味道网有很大的农业
产业渠道，也有基金支持，他们愿意
为白沙以及全国的农村电商脱贫攻
坚做坚强后盾。

拼多多总裁助理吕毅品表示，拼
多多借助C2B拼单模式，打破了存
在于供需双方间的信息不对称，而
且正逐渐形成“农民专注于生产优
质农产品、电商平台负责聚集大量需
求、新型职业农民在中间牵线搭桥”的
理想状态。

“推动贫困地区农民快速实现脱
贫致富，并建立脱贫致富的长效机
制。我们在助农和扶贫的道路上是不
会止步的。”吕毅品表示，接下来他们
还会支持更多的传统农业者以及青年
电商，助力脱贫攻坚。

与会嘉宾畅谈青年人扛起担当

精准扶贫，青年电商在路上

红心橙、紫玉淮山、黄金地瓜……

互联网大咖点赞
白沙生态农产品

12月16日，中国青年电商助力脱贫攻坚论坛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举行。

12月16日，中国青年电商助力脱贫攻坚论坛圆桌论坛上，邵明、王大洋、王晓斌、陈圆圆、宋荷就“新形势下电商扶贫
独特作用”展开探讨。

12月16日，参加中国青年电商助力脱贫攻坚
论坛的嘉宾品尝白沙特色农产品。

12月16日，在中国青年电商助力脱贫攻坚论
坛上，举行了海南白沙特色农产品品鉴会颁奖，获奖
代表用1分钟时间进行产品推介。

12月16日，在中国青年电商助力脱贫攻坚圆桌论坛上，李鸣涛、郭红东、黄
磊、胡伟、吕毅品就“精准扶贫，青年电商在路上”议题进行讨论。

（本版策划/撰文 萧妃 图片 舒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