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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至27日，2019海南消费
扶贫年货大集在海航文化广场成功举
办。本次扶贫年货大集11个市县参展，
其中10个市县的电商扶贫站带领各地
贫困户积极参与，五指山带来红茶、忧遁
草茶等；澄迈带来凤梨产品和龙吉贡米
等；定安带来黑猪肉和定安肉粽等……

“明星”产品亮相年货大集，广泛“圈粉”，
为市民群众带来年货盛宴。

电商，在海南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据悉，2018年，全省通过
各类电商渠道实现贫困村农产品上行
销售额达1.24亿元，带动1.42万余名贫
困人口通过电商实现就业创业。

“保亭的这个脆黄秋葵干很‘了不
起’，带动了600余贫困户脱贫！”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电商协会负责人宋海
漫说，如今正是秋葵的采摘季节，摘下
的鲜秋葵将送到内地进行深加工，制成
脆脆的黄秋葵干。

在保亭电商协会的帮助下，黄秋葵
干不仅有了精美的包装，还有了注册商
标“七彩庄园”。此次年货大集上，包装
精美的黄秋葵干倍受顾客欢迎，赚了不
少人气。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准备此次年货
大集，保亭电商协会提前一个月就开始
动员各个乡镇上报参展农产品。同时，
结合产品销路的实际情况，保亭电商协
会将近期销售不太理想的农产品也带
到年货大集进行宣传、销售。如保亭小
南瓜目前有1万个库存，销路一直打不

开，此次年货大集，贫困户在电商协会
的带动下，带了500个小南瓜到现场展
示，借助年货大集的人气宣传小南瓜。

有着同样打算，想借助此次年货大
集“圈粉”的还有海口市永兴电商扶贫
中心。该中心负责人万龙告诉记者，参
加消费扶贫大集更重要的是为贫困户

“攒粉丝”。
万龙表示，年货大集前，海口市永

兴电商扶贫中心就对参展的贫困户进
行了相关培训，鼓励贫困户现场多宣传
自己的微店，让更多人现场扫码关注微
店，把自己的微店推销出去，之后的销
量才会越来越好。

同时，万龙也是白沙黎族自治县电
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他介

绍，近年来，白沙非常注重打造品牌农产
品，在电商中心的帮助下，白沙已经打造
了红心橙和紫玉淮山等优质的品牌。

在年货大集现场，橙色包装的白沙
红心橙是白沙的特色地域农产品，倍受
欢迎，很多市民都几箱几箱地买。淡紫
色包装的紫玉淮山也非常受欢迎，据了
解，这是近期白沙主打的特色扶贫农产
品，营养丰富，销量不错。

据了解，2016年11月，海南省商务
厅出台《海南省建档立卡贫困村电子商
务服务站建设实施方案》。随着电子商
务进农村工作的推进，县域电商发展体
系逐渐完善，政策支持、发展模式、平台
促进、物流整合、村点建设等方面都得
到长足发展，全省各地也都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典型经验、实践案例。
各电商机构、企业、团队、个体等聚

焦农产品上行，以共同的逻辑、不同的
方式，努力探索不同电商扶贫模式，具
体而有效地开展了工作。

2018年10月，省商务厅印发《海南
省电商扶贫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
2020年）》，提出完善贫困地区农村电商
公共服务体系、培育贫困地区电商经营
主体、拓宽贫困地区农产品电商销售渠
道、举办电商扶贫促进活动、夯实贫困地
区产业发展基础、开展面向贫困群众的
农村电商专题培训等六大主要措施。

截至目前，我省已建成300个贫困
村服务站。澄迈、定安、屯昌、白沙、文
昌等5个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县示范项目基本建设完成，并均已通过
商务部组织的评估考核。保亭、临高2
个国贫县列入2018年国家示范县创建
范围，已启动示范工作。同时，在示范
县带动下，陵水、儋州等市县农村电商
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完善，为电商扶
贫提供公共服务支撑。

此外，不少市县已在各大知名电商
平台上开设了消费扶贫专区，如三亚、
海口美兰区等10个县市区在阿里巴巴
农村淘宝兴农扶贫频道开设当地官方
服务站，三亚在京东中国特产馆频道开
设地方扶贫馆等。另外，白沙、定安、海
口永兴等地区积极培育本地电商平台，
或通过“一户一码”等模式，多渠道、多
形式促进扶贫农产品上行销售。

10市县电商扶贫站带领贫困户参与2019海南消费扶贫年货大集

“明星”产品亮相 圈粉全靠“实味”

雪花地瓜、黑豆、木薯、富硒大
米……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喜爱；龙
湖秀珍菇、白塘莲雾、定安花生油
等产品是过年走家串户首选产品；
富硒鸡、鸳鸯鹅、新竹鹅、定安黑猪
肉、定安仙沟小黄牛、黑山羊等年
货，样样都是定安人餐桌上必不可
少的。

在2019海南消费扶贫年货大
集上，定安县作为11个参展市县之
一，贫困户和爱心企业带来数十种
特色农产品亮相，受到市民热捧。

定安商务局副局长程见梅现
场化身“推销员”，卖力为逛展的
市民推介定安特色农产品，并为
市民搜罗定安展区必买的几大年
货清单。其中包括朵朵如云般的
秀珍菇，是专供五星级酒店的珍
品。其次是作为海南特色农业品
牌，优质、生态、安全的定安黑
猪。第三是香飘万里的定安粽
子。第四，定安是海南富硒资源
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富硒资源成为
了定安发展特色农业品牌的独特
优势。定安依托富硒资源大力发
展富硒大米、雪花地瓜，让这些农
产品身价倍增。第五是林下散养
的灵芝鸡，皮薄肉滑。这些都集中
展示了近年来定安特色农副产品

发展的成就。
“消费扶贫年货大集上，展示

的都是最本土的味道，希望通过线
下这个平台能够让消费者对贫困
户的产品有更好的认识。”程见梅
说，自从海南爱心扶贫网上线，加
上线下举办的消费扶贫年货大
集，为贫困户提供了更多把自己
的产品销售出去的渠道，这个渠
道的建立也大大提高了贫困户们
发展产业的自信心和动力。

近年来，定安县做大做优土特
产品，延伸产业链条，农业深加工
及产业化运营，走出了一条特色路
子，并加大对定安花生油等多个知
名度高、影响力大的农业品牌的打
造。特别是“定安黑猪”“定安鹅”
已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定安大米”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已
通过国家质检总局认定。下一
步，将根据市场需求逐步引导群
众发展市场上受欢迎的产品，为贫
困户的脱贫打开更好的门路，进一
步促进增收。

目前，2019海南消费扶贫年货
大集已经结束，想要买定安产品，您
依然还可以继续登录海南爱心扶贫
网寻找定安馆，“土味儿”十足的农
产品等您带回家。

他曾是定安县龙河镇高坡村
的贫困户，如今是村里的致富带头
人。他就是定安县高坡村村民陈
香若。

2019海南消费扶贫年货大集
上，高坡村村民陈香若带来的冷泉
香米可以说是“一战成名”，连续3
天迎来许多回头客。

陈香若介绍，自去年8月带领
村里的其他贫困户将定安冷泉香
米上架到爱心扶贫网以来，已经售
卖出1万多元。这一次参加消费扶
贫年货大集，他不仅设计了新包
装，还带来1000斤大米，3天基本
售空，并且网上销量还在不断增
加，年末迎来了几笔大订单。

“真的特别感谢这个平台，这
是个打响品牌的好机会，这几天每
天都有好几个回头客带朋友来买
米，并且还留了联系方式。“陈香
若说，2012年他从外地回乡照顾

生病的父母，当时家中一无所有，
非常贫困。后来，在政府的帮扶
下，他贷款开始种大米，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陈香若说，这
让他对生活越来越有信心，至少销
路不用发愁了，并且很多人都开始
认准了定安冷泉富硒大米。

陈香若说，下一步将大力推广
定安冷泉富硒香米，目前已经注册
了自己的商标。下一步要成规模
地生产、推广。去年种植了20亩水
稻，今年多种了60亩，现在的规模
达到了80亩，并且还有村里的贫困
户也加入他们的队伍。

陈香若说，他在村里养起了龙
河黑猪，家里也建了新房，买了送
货车，年收入已突破10万元。同
时，他还带领村民自筹16万元安装
90余盏路灯，还发动村民一起为村
里修路。他说，未来，要带领村民
共同奔小康。

在2019海南消费扶贫年货大
集上，临高县作为参展市县之一，带
来了40多种农特产品亮相年货大
集，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争相采
购。据统计，这3天，临高消费扶贫
展馆最终销售额为207.5万多元。

竹狸、海鸭蛋、烤乳猪、马袅海
鸭……在临高展区，众多独具特色
的扶贫产品大放异彩，前来抢购临
高特色年货的市民络绎不绝，现场
的交易一笔接着一笔，十分火爆。
值得一提的是，在年货大集开市期
间，除了热心的市民游客，还有不少
爱心企业纷纷加入采购扶贫产品的
队伍中，一笔笔爱心订单的好消息
不断从展区里传出。

“刷卡成功，交易额10万元整！”1
月26日上午，一笔价值10万元的爱
心订单刷进了贫困户的账户里。在
陈列着干海鲜产品的展台前，新盈镇
洋所村的贫困户李小勇收到了这笔
订单，有爱心企业认购了他展销的虾
仁、红鱼干等海产品。

李小勇介绍，他家主要以捕鱼
为生。为了让市民游客在新春佳节

能品尝到临高的海产品，他特地从
家里挑选了小鱼干、墨鱼干、鱿鱼
干、红鱼干、海马干等优质的海产品
进行展销。

“头一回见到这么大的订单，特
别感谢这次活动的组织，给了我们
展示、推广自家的产品的平台，能
更好更快地把产品卖出去。”李小
勇乐呵呵地说，“收获真的太大了，
很多人非常喜欢我们的海产品，还
留了我的联系方式想以后直接找
我订货呢。”

据了解，2018年，临高全县实
现贫困人口1212户4957人脱贫退
出，8个贫困村脱贫出列，100%完成
省下达的减贫任务，贫困人口从
2016年初的11419户51093人，减
少到 2018 年底的 437户 1407 人，
贫困发生率从 2016 年的 14.27%
下降到现在的 0.39%；23个“十三
五”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全年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完成
12968元，同比增加1179元，增长
10.0%，实现了农村居民收入较快
增长目标。

1月25日至27日，2019海南消
费扶贫年货大集在海口国兴大道海
航文化广场火热举行，临高的12家
企业、6位“店小二”及4位贫困户代
表参展。他们带来的40多种特色农
产品亮相年货大集，受到热捧，让市
民尝到了美味的“临高味道”。

3天里，临高消费扶贫展区人
气持续爆棚，一些特产展台更是被
围得水泄不通。竹狸、海鸭蛋、烤乳
猪、马袅海鸭、金鲳鱼、鱿鱼、皇橙等
特产成为明星产品，深受顾客青睐。
其中，临高烤乳猪好评高涨，外皮烤
至焦黄、油光可鉴、浓郁香味迎面扑
来，参观游客纷纷拿起筷子，细细品
尝。“轻轻一嚼，脆响的‘咔哧’声，吃
完口留余香，令人回味无穷，太美味
了！”品尝的市民满足地说道。

除了特产，展区内的菠菜、生
菜、青菜、葱、地瓜等绿色、有机农特
产品也十分俏销。来自临城镇的4
名贫困户代表带来的有机蔬菜，成
为市民抢鲜的目标。临城星龙种养
合作社负责人陈冠京介绍：“这些菜
都是贫困户自家种的，每天凌晨4点

贫困户下地采摘出来后，第一时间
就运往年货集市。”

值得一提的是，在临高参展的
农特产品中，还有许多在网上热销
的产品也来参加展销。来自调楼镇
隆道村的黄秋利不仅是一名村干
部，同时还是贫困户扶贫产品网上
销售的“店小二”。3天里，他又化身
为推销员，为贫困户种植的沙地红
薯代言，100斤沙地红薯被一抢而
空。“我们的红薯，香、甜、糯、口感可
口，这次没买到不用遗憾，欢迎大家
继续在网上采购、品尝！”

据悉，2018年以来，临高充分运
用“海南爱心扶贫网”“临高消费扶贫
官方馆”，搭建“互联网+消费扶贫”公
益平台，动员广大帮扶责任人和驻村
工作队采集贫困户和合作社需要上
平台销售的农产品，为贫困户打造广
阔的互联网销售市场，吸引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及爱心团体参与消费扶贫，
帮助解决贫困户农产品的销售问题，
激发贫困群众发展产业、自主创业，
奋发图强、脱贫致富的“自信力”“内
动力”和“创造力”。

在2019海南消费扶贫年货大
集上，年味浓郁，琼中的特色产品
琳琅满目，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纷
纷前来“扫货”，热闹非凡。

在琼中展区，猪肚菇、山栏米、
土鸡蛋、山兰酒、檽米酒等40多种
具有琼中特色的农特产品争相亮
相，这些特产或被精心摆放在展架
上，或放置在展台前供市民品尝、选
购，各个展位前都挤满了人，不仅市
民游客“扫货”忙，展销人员也忙得
不亦乐乎。

琼中竹狸、豪猪、五脚猪、百草
香鸡等琼中“山味”最受欢迎，这些
特产已经过宰杀、冷冻、真空包装
保鲜处理，市民微信扫码就能轻
松把琼中美味带回家。“五脚猪、
竹狸是琼中的美食，生态养殖，肉
质鲜美，前面买了几斤还没吃完，
趁着活动还没结束又来补一些。”
来自湖南的游客周女士告诉记
者，今年和家人第一次来海南过
年，特地来备些年货，品尝海南的
美味。

来自白鹤二村的王兴是一名脱

贫户，他带来自家制作的炸领结花、
米贡酥、花生贡酥等10余种甜品美
食深受市民游客的喜爱，被一抢而
空。王兴告诉记者，2014年因妻
子患心脏病、家庭经济收入低，他家
被纳入贫困户。在政府帮扶下，王
兴学习养殖鸡、鹅的技术，2016年
他从破旧的瓦房住进了新房。“去年
我就脱贫啦！现在工作稳定，家里
也养了些鸡和鹅，闲余时做些零食
甜品也能补贴家用，生活也越来越
好，非常感谢政府！”

据了解，2018年，琼中坚持以
脱贫攻坚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以富美乡村建
设为载体，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
整合资金为手段，以基层党建为保
障，推行“扶贫+”模式，脱贫摘帽
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
琼中整合投入 3.69 亿元实施十二
大脱贫工程，推动贫困人口从
2014年 36004人减少到目前的80
户281人，44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
列，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34.6%下
降到目前的0.22%。

1月27日，是2019海南消费扶
贫年货大集的最后一天，正逢周末，
各消费扶贫展区里人头攒动、热闹
非凡。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展区也
因品类丰富的优质农特产品再次揽
获市民游客的青睐，市民游客争相
在特产展台前扫码消费，助力消费
扶贫。

在琼中展区，来自琼中的12家
企业及农村合作社代表带来的优质
农特产品深得市民游客的欢心。肉
质细腻精瘦的竹狸是野味山珍，清
甜顺口的山兰酒是年货必备的佳
酿，香气浓郁的面点美食让人垂涎
欲滴……现场琳琅满目的琼中特产
引来了如织的人群，展区里年味浓
郁，现场销售场面火爆。

“这里的特产种类很多，年货置
办起来很方便，价格也很优惠，想着
为消费扶贫助点力，我一下子买了
不少。”家住海口秀英的张女士展示
了刚买的年货。她说，春节临近，家
中正需要置办年货，琼中展销的特
产品质好、价格优惠，成了她买年货

的首选。
在琼中展区内络绎不绝的人流

里，还有不少在外务工的琼中人，得
知活动举办的消息，纷纷前往寻找
家乡味。王女士就是其中一员，不
到一小时，她就买了鱼茶、肉茶、山
兰酒及五脚猪等年货。能买到心仪
的年货，这让她很满意。她说：“有
了家乡味，年味才更浓，能一站购齐
年货，又能为琼中消费扶贫贡献力
量，两全其美！”

“我们的活禽生态养殖，肉质鲜
美，很受市民喜欢。”琼中牛古岭养
殖专业合作社带来的竹狸、山猪
肉、五脚猪、百草香鸡是俏销的特
产之一。负责人王静雯一边忙着
销售一边说，此次展销为偏远乡
镇的农产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
示平台，参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
销售，更重要的是提高产品知名
度。“感谢大家对我们产品的认可
与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把产品
做好，将产业做大，进一步带动村
民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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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农产品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展区上销售的特色干海鲜产品。 琼中山茶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