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傅人
意 金昌波 通讯员陈颖）4月2日，海
南省消费扶贫“春风大行动”新闻发布
会在海口举行，倡导全社会扶贫济困
守望相助，为了扶贫“买买买”！发布
会“解锁”了此次消费扶贫活动中“买
买买”的正确打开方式，省扶贫办、省
供销社、海南爱心扶贫网负责人就如
何利用“线上+线下”，进一步助力消
费扶贫进行了解答。

100天举行
12项消费扶贫活动

会上指出，“买买买”的正确打开
方式是，鼓励各级党员干部、各单位各
部门、各界爱心人士要为了扶贫，积极

“买买买”。
省扶贫办主任孟励表示，2月10

日，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出台了
《海南省抗疫情保增收防返贫十五条

措施》，消费扶贫是其中重要的一项措
施。为了落实十五条措施，指挥部策
划了此次“春风大行动”消费扶贫活
动。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此次活
动。3月23日，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
挥部审议通过了《海南省消费扶贫“春
风大行动”实施方案》。

据介绍，此次活动时间从今年3
月至6月，计划为期100天，主要内容
包含开展省级领导干部带头现场认购
扶贫产品的示范活动、在18个市县
（不含三沙市）集中开展一系列“爱心
扶贫大集市”活动等12项主题活动。

力争今年举办250场
“爱心扶贫大集市”

供销合作社是党委政府以合作经
济组织形式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载
体。全省供销合作社将如何发挥组织

体系优势，在消费扶贫“春风大行动”
中发挥作用，大力开展产销对接工作、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省供销社主任雷雨介绍，近年来，
供销社系统围绕“四动四全”机制，发
挥省、市县、乡镇三级组织体系相对完
整优势，联合省商务厅、省扶贫办探索
形成了直接连接贫困户和消费者、组
织成本低、可复制、易复制、形式多样
灵活的扶贫集市。

截至2019年底，我省共举办247
场扶贫集市，现场销售总额2439.87
万元；在各市县设立117个扶贫农产
品专区专柜。疫情发生以来，省供销
社尝试开展贫困户农产品直供社区活
动，开展低成本、高效率、能够快速响
应的“扶贫产品＋滞销农产品”销售活
动，创新开展“爱心扶贫大集市”线下
团购活动。截至3月31日配送海口
市社区185个（共计1275个次），累计
销售瓜菜37.2万斤，涉及32个品种。

经统计，截至3月24日，全省供销社
系统累计运销瓜菜2.24万吨，销售金
额1.29亿元，其中运销贫困户农产品
7713.61吨。

下一步，省供销社将在各市县区
广泛开展市县域、乡镇域、超市、高校、
候鸟、社区、旅游等多种“爱心扶贫大
集市”活动，力争2020年全系统能够
完成250场以上活动。同时，持续探
索建设省、市县、乡镇三级农产品运销
实体网络，稳步建立全省“一张网”的
贫困户农产品信息集采、销售渠道、经
营模式等三个消费扶贫长效机制，为
脱贫攻坚乃至“三农”工作发挥合作经
济组织应有作用。

五大方面发力
为扶贫农产品带货

海南消费扶贫“春风大行动”启动
以后，海南爱心扶贫网作为省内开展

消费扶贫的重要平台和网络载体，如
何发挥优势保障活动取得更大的成
效？

负责运营海南爱心扶贫网的南海
网董事长韩潮光表示，接下来，海南爱
心扶贫网将从五方面发力：一是借助
媒体运营爱心扶贫网传播优势，发出
更多消费扶贫的强音，帮助贫困户销
售农产品。二是海南爱心扶贫网将上
架更多好产品，提供更多好服务，联合
省扶贫办和省供销社帮助更多贫困户
激发内生动力和培养脱贫技能。目前
已有898个在售的产品在线销售。三
是联合抖音开展书记、市长、县长、贫
困户带货直播等活动，把当季的热点
热门的海南好产品推介给大家。四是
发动更多扶贫农产品进社区。五是对
接更多大平台，把海南更多好产品卖
到全国。目前已对接中国社会扶贫
网，并将开设海南馆把海南优质产品
卖到全国。

我省举行消费扶贫“春风大行动”新闻发布会

解锁“买买买”的正确打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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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扶贫助力 为脱贫添柴
■ 魏燕

荠花榆荚深村里，亦道春风为我来。4月2日
下午，海南省消费扶贫“春风大行动”首场活动在
海南广场拉开帷幕，省委书记刘赐贵来到活动现
场和大家一起“买买买”，掀起消费扶贫的热潮，传
递浓厚的民生情怀。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克服疫情带
来的不利影响，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是建设自贸港的重要前提和底线目标，也是一
道民生必答题。消费扶贫兼具公益与市场双重属
性，是一种创新帮扶。我省之前的实践表明，广泛
开展消费扶贫活动，尤其是党员干部带头参与，一
方面可以带动社会力量帮助贫困户增收脱贫；另一
方面，还能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推动完善扶贫产业、
倒逼产品提质、激励品种改良，为贫困户战贫脱贫
注入内生动力，使其走上长期稳定增收的道路。

应当看到，推进消费扶贫活动持续发挥效果，
还需要“依山就势”、创新方法，加快线上线下渠道
融合，多方面拉动消费。比如，首场活动直播中，
不断有网友咨询购货网址，但也有贫困户对线上
销售手段还比较陌生，需要打电话求助。由此可
见，进一步放大消费扶贫效应，既要考虑大多数消
费者的购物习惯，多用时下流行的“带货”方法，也
要关注到一些不会使用线上销售手段的贫困户和
其他群体，努力推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让买家可
以愉快地“买买买”，卖家可以便利地“卖卖卖”。

此外，无论是线下集市卖货，还是线上直播
“带货”，做好服务都很重要。首场直播活动中，人
们询问最多的，除了购买网址，就是快递服务。可
见，扶贫产品的销售，也要像淘宝卖货那样注重售
后服务，才能获得更多拥趸、粉丝，而消费扶贫活
动也才能越走越远。

一线快评

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金堆村脱贫群众：

农产品线上销路畅
全家人干活劲头足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刘平

“50斤豇豆一个小时卖完，我提前收摊啦。”4
月2日17时许，在省委机关大院内消费扶贫活动
现场，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金堆村驻村第一书
记唐其良乐呵呵地笑开了。

此时，在金堆村的一片豇豆地里，脱贫户冯所
球和妻子王俊四正忙碌着采摘豇豆。“今天上午采
摘的50斤，唐书记肯定能帮我卖完，这100斤是
海口一家饭店老板通过网上预定的。”夫妻俩合
力，将100斤豇豆搬上三轮摩托车。冯所球开车
将豇豆送给正在大致坡镇墟上等候的饭店老板，
王俊四则准备去将放养的8头牛牵回家。

“饭做好啦，爸妈吃饭吧。”18时，夫妻俩刚回
到家中，上高二的大女儿已经做好了饭，上初中的
二女儿则端着一大盆稻谷到鸡舍去喂鸡。“如今种
的农产品不愁销，养的鸡、牛同样可以通过网络销
售，全家人干活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今年53
岁的王俊四，不仅是协助丈夫种植的好帮手，也是
该村发展庭院经济的能手。

前几年，3个女儿上学，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
母亲需要赡养，种植的农产品、养的鸡鸭经常卖不
出去，冯所球一家日子过得很艰难。被大致坡镇纳
入精准扶贫户后，进驻金堆村扶贫工作队大力支持
他们发展农产品种植，并提供资金助力他家购买了
3头黄牛。“有了政府的帮扶，我们家的收入慢慢有
了改观。”王俊四称，2017年，家里种植的两亩多豇
豆找不到销路。养殖的30多只鸡，有一半是年底
自家人杀了吃了，卖出去的没几只。

但这种现状很快就改变了。“你看我的微信朋
友圈，全是叫卖声。”19时，唐其良从海口返回金
堆村，立马将当天的150元豇豆款送到冯所球
家。2018年年初，海口市司法局干部唐其良来到
金堆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为了助力该村的贫困
户销售农产品，唐其良不仅在扶贫夜校开设扶贫
集市，发动各个单位干部职工前来购买贫困户种
植的农产品，他把自己的朋友圈变成该村农产品
展销平台，每天不停将村中贫困户新上市的农产
品信息发到网上，让亲朋好友和同事们订购。

“每周扶贫夜校之前，我们13个帮扶责任人会将
村里贫困户家的农产品提前发布在朋友群和微信
群，组织本单位及亲朋好友购买。”唐其良称，省、市
共有7个单位派驻了13名帮扶责任人在金堆村。
为了大力做好消费扶贫工作，13个帮扶责任人同时
发力办好扶贫集市。每期扶贫夜校之后，带到扶贫
集市上的农产品1个小时内就会买光。2019年初
至今，该村共计举办了50多期扶贫集市，帮扶责任
人、乡村振兴队队员们通过线上线下协调作战的方
式，已经助力该村贫困户销售了25万元农产品。

为了加大扶贫消费力度，该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员和帮扶责任人还发展起了“后备箱”经济。
通过各自的微信朋友圈、微信群，从周一至周五不
停组织本单位及亲朋好友购买该村贫困户的农产
品。“周五晚上回到海口，我们3名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员后备箱内都装满了农产品。”唐其良称，一
到海口，他们就会马不停蹄给“客户”们送农产品，
经常忙到周六凌晨时分。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及帮扶责任人的付出，
让该村贫困户获得实实在在收益。“通过他们的帮
助，我现在种植的3亩豇豆从来不愁销，每年散养
的200多只鸡，不到年底就能全部销售一空。”王
俊四称，她每年通过唐其良等人的网络进行线上
销售，卖出各类农产品总价超2万元。

如今，早已脱贫的王俊四夫妇也学会通过网
络线上销售自家的农产品。去年年底，王俊四在
海口的一个亲戚帮助下，通过一个小区微信群一
天之内销售了一整头黄牛肉。

（本报海口4月2日讯）

基层连线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陈蔚林
通讯员 陈颖

“我们的山鸡到过南北极的，您说
好吃不好吃？不好吃包退货！”4月2
日下午，在海南广场消费扶贫集市上，
海南琼中美味生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
凌向围观的消费者卖力吆喝，山鸡、山
鸡蛋等农产品引来消费者纷纷扫码下
单，“半小时卖了2000元，非常不错！”

这是我省消费扶贫“春风大行动”
省级领导干部带头现场认购示范活动
的现场。琼中山鸡、澄迈黄牛、文昌红
薯、屯昌大米……琳琅满目的扶贫农

产品“花式”秀出品牌、秀出口味、秀出
服务，在省级领导干部现场“带货”下，
众多省直机关党员干部响应号召积极
购买，当天共现场消费18万元。

“省领导积极带头消费，我们党员
干部肯定要大力支持扶贫农产品！”海
南省检察院六部干部何亮双手都拎着
沉甸甸的购物袋，她逛了半小时扶贫
集市的感受是，此次展示的扶贫农产
品多数是自主品牌，品质较好，还特别
有服务意识，“我本来买了鸡肉、鸭肉、
鹅肉，都拎不动了，但是还想买些青
菜，有的摊位购买蔬菜组合还可送货
到家，太方便了，今天一共消费近500

元！”
在“食咖兄弟”摊位，浓郁的盐焗

地瓜香味吸引了众多消费者下单购
买。“我们的地瓜有很多种吃法，不好
吃免单！”“食咖地瓜”负责人郭问说，
该品牌辐射带动文昌当地近500个建
档立卡贫困群众，“我们带了51箱地
瓜，现在只剩下这几箱了！”

开售不到1小时，“澄迈慧牛”摊
位已全部销售一空。“一个小时卖了一
头牛，销售额1万元！全部卖光了，大
家太给力了！”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蔡於旭说，受疫情影响，
扶贫农产品消费渠道不畅，此次消费

扶贫“春风大行动”开到省委机关大
院，省领导积极倡导大家支持扶贫消
费，让带贫益贫中小农业企业更加坚
定了发展的信心。

细长的脖子，浑身洁白的鹅毛，偶
尔发出似是“向天歌”的声音。在脱贫
致富电视夜校摊位，琼海市潭门镇旧
县村65岁的脱贫户李遴香带来的“扶
贫鹅”吸引了大家的眼球。“我是多亏
脱贫致富夜校帮忙牵线来到现场销
售。看到大家都愿意买我养殖的鹅，
我对今年刚养殖的200只小鹅苗销路
更有信心了！”

省供销社办公室副主任马立军

说，当天活动共设25个摊位，其中由
省供销社发动海口、三亚、琼海、琼中、
临高、澄迈、屯昌等7家市县供销社，
省供销集团茶叶公司和乐农电商公司
踊跃参与，共提供100种优质扶贫农
产品。

海南爱心扶贫网现场负责人表
示，平台共带来了陵水、临高、琼海等
6个市县的贫困户的产品，市民现场
购买还能享受产地直销的优惠价，非
常划算。现场还有不少摊主通过抖
音、快手等平台直播“带货”，销售农
产品。

（本报海口4月2日讯）

省直机关党员干部响应号召支持消费扶贫，当天现场消费18万元

扶贫农产品“花式”秀 党员干部清空“购物车”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傅人
意 金昌波 通讯员陈颖）海南日报记者
4月2日从海南消费扶贫“春风大行动”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截至3月23
日，全省扶贫产品销售金额达1496万
元，其中海南爱心扶贫网完成销售额
468.05万元；各市县区举办“爱心扶贫
大集市”55场次，实现线下销售446.87
万元，约有23670户次贫困户受益。

疫情期间，我省通过消费扶贫有

效地解决了扶贫产品滞销等困难。一
是省扶贫办出台《关于开展抗疫情防
返贫消费扶贫行动的通知》等抗疫情
防返贫相关文件。二是海南爱心扶贫
网开设战“疫”助农专区，南海网开设
冬季农产品产销对接大行动专题，南
国都市报开设爱心公益专版，每日更
新待销扶贫产品信息。三是省供销
社、海南爱心扶贫网通过开展产销对
接进一步助力脱贫攻坚。

省供销社积极动员省、市县、乡镇
三级供销合作社发挥自身力量，探索
实施“党政强力推动全保障、各方积极
联动全覆盖、线上线下互动全服务和
贫困群众自觉主动全参与”的“四动四
全”消费扶贫新模式，让越来越多的海
南贫困户通过消费扶贫新模式，将扶
贫农产品“变现”。

据统计，截至3月24日，海南省
供销社系统累计运销瓜菜约2.24万

吨，销售金额约1.29亿元，其中：运销
省外约1.96万吨、运销省内2809.13
吨。运销贫困户农产品7713.61吨，
为缓解海南冬季瓜果菜滞销情况起到
积极作用。

线上开通海南爱心扶贫网，打造
全省电商扶贫的主渠道，市县政府主
动在各大电商平台开设消费扶贫专
区；线下则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

“爱心扶贫大集市”百场百家活动，活

动完成247场，超额完成预定目标，累
计完成销售金额2439.87万元。

开展“爱心扶贫大集市”百场百家
活动是海南省消费扶贫活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目前各级供销社依托机场、
公益性农贸市场（摊位）、自营或合作
超市、为农服务中心资源，在18个市
县完成117个扶贫产品专区专柜建
设，不设门槛，方便就近就地销售带贫
益贫农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

今年以来全省扶贫产品卖出1496万元
探索“四动四全”消费扶贫新模式，让扶贫农产品“变现”

4月2日下午，我省消费扶贫“春风大行动”首场活动在海南广场举行。机关干部、爱心市民积极响应号召，来到现场认购各类优质扶贫农产品。图❶❷❸❹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❶

❹❸❷

赶集喽赶集喽

挑一挑挑一挑 来一箱来一箱 回家啦回家啦

解锁

线下
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