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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
多
多
战
疫

■本报记者 任翀

在不少市场人士眼中，拼多
多是一家主要致力于三四线城市
等下沉市场的电商。这次疫情后，

来自拼多多的一组数据却可能让
他们有些意外： 在不到两个月时
间， 拼多多帮助全国超过 400个
农产品售出 8.4万吨， 大约 70%

的订单来自三线以上城市。

财报也显示出这家新电商
的发展势头：2019年全年， 平台
成交总额（GMV）达到 10066 亿
元， 较 2018年同比增长 113%?

年成交总额破万亿，拼多多用了
4年多时间；达到同一数字，阿里
巴巴旗下的淘宝天猫花了 9年，

京东花了 13年?

这家诞生在上海的新电商，

到底凭什么？

“腿上有泥”的新电商
电商抗疫，拼多多推动农产

品“出村进城”是浓重的一笔。很
多身处中国广袤腹地的农民，通
过拼多多，第一次将家乡的农产
品通过互联网送出大山。

27 岁的舒跃文是云南文山
州丘北县腻脚乡人，也是拼多多
平台上的一名“新农人”?

“新农人”是拼多多为“新型
职业农民”起的名字?拼多多新
农业农村研究院副院长狄拉克
介绍说，拼多多从 2017年底，开
始通过“多多大学”和“新农人返
乡体系”， 带动有能力的青年人
返乡创业?

2018年 6月，拼多多扶贫小
组与丘北县对接，参与上海对口
扶贫云南工作?大专毕业的舒跃
文做过村里的基层干部，也在淘
宝开过店，经过 2个多月的学习和考察，被拼多多和
当地政府建议做丘北的“新农人”?

舒跃文和村里另一名年轻人施进刚一起，带领腻
脚乡 4个贫困村的 141 位建档立卡贫困户成立了丘
北县阿大鲁雪莲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建档立卡户无偿
成为合作社股东，并享有一系列优先条款：合作社需
优先收购成员村民的农产品，成员则可以任意选择销
售对象； 合作社所有的运营利润都面向集体分红，确
保村民在收购款的基础上，能有额外收益……

拼多多的承诺在舒跃文看来，也很诱人，“雪莲果
是我们这的特色农产品，以往销量一般，主要靠经纪
人采购。但拼多多说，如果我们与他们对接，他们出技
术、出流量，替我们把雪莲果推成全国爆款，不用再等
经纪人来采购。”

“雪莲果香脆可口，富含低聚果和酚酸，但之前只
被用来煲汤， 却不知道更合理的方式是直接食用。如
果用我们的拼农货模式推一推，主要销售地肯定不止
福建、两广。”多多大学负责人蓝天说，以前农产品流
通的主渠道是批发市场， 大部分农产品需经历 “农
户—小商贩/经纪人—产地批发市场—商贩/经纪人—

销地批发市场—超市/菜市场—消费者” 等六七个环
节?“拼农货”是拼多多通过互联网，汇聚消费者对某
种农产品的分散需求后，集中对接产地，将原先六七
个环节的供应链压缩为“农户—消费者”的极短供应
链?也就是说，“拼农货”首先能解决雪莲果零售价不
低但田头收购价低的问题，让种植农户直接受益?

其次，基于“拼农货”经验，拼多多形成了一套“地
网”“天网” 系统， 能对农产品供需实现精准匹配?其
中，“地网”是平台遍布全国各地的新农人，他们负责
收集、归纳所在地的优质农产品；“天网”是农货智能
处理系统， 系统对新农人涉及的产区进行数据分析，

包括特色产品、成熟周期、物流条件、仓配设施、加工
型产业设施等，经系统统筹计算后，把应季的农产品
匹配给对应的潜在消费者? 简而言之，“地网”“天网”

是对农产品进行大数据分析和匹配?

果然不出蓝天所料?2018年 8月底， 舒跃文和乡
亲们以“阿大鲁”的名字在拼多多上开出网店，主打雪
莲果?上线 4个月，网店就售出 1.2万份雪莲果?农民
明显感受到新销售模式的好处? 舒跃文算了一笔账：

“开店前，雪莲果地头的收购价为 0.5元/公斤，代办费
0.1元/公斤，物流成本 1元/公斤，耗材、人工 0.6元/公
斤，市场零售价在 4元/公斤左右?这意味着农民的收
入是 0.5元/公斤， 经销商的利润却有 1.8元/公斤?通
过网店，雪莲果的销售均价约 3.5元/公斤，去除物流、

耗材、人工成本，农民的收入能达到 1 元/公斤，比以
前翻了一番；消费者花的钱也少了?”2019年，腻脚乡
包括舒跃文在内的农户都增加了雪莲果种植面积?

“我们要做‘腿上有泥’的新电商，直接与农民合
作。”拼多多联合创始人孙沁说。

凭着“腿上有泥”，拼多多挖掘出了很多其他电商
没做过的农产品：9小时卖出 30万个的贵州六盘水红
心猕猴桃、日销量达到 30万枚的广西北海海鸭蛋、全
年售出超 1.8 万吨的云南雪莲果……这次疫情发生
后，凭着“腿上有泥”，一大批滞销农产品通过平台“地
网”“天网”对接，顺利“出村进城”。

2200款“新品牌”

今年春天，一些企业深受疫情影响，订单明显减
少。可江苏南通家纺品牌“南方生活”的创始人林燊急
的不是这个，“我们都是按需生产， 这段时间不愁订
单，愁的是产能跟不上。” 下转荩3版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重要文稿日文版出版
新华社北京3月 29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 《论坚
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书日文
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辑， 收入习近平同志论述坚持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稿 85篇。该

书日文版和此前出版的英文、法文版，对于
国外读者深入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 深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丰富内涵
和我国外交方针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在浦东集中隔离点度过 14天的入境人员离开时，留下一张写满感谢的明信片：

“你们控制疫情，也温暖我们的心”
■本报记者 王志彦 通讯员 严静雯

昨天，在意大利留学归国的小陈结束了
他在第 8 医学集中隔离观察点 14 天的生
活，拖着行李离开了那间他已非常熟悉的房
间。临走前，小陈拿出自己在荷兰国家博物
馆买的一张明信片， 那是他最喜欢的一幅
画，画面上欢乐的人们在冰上自由自在地玩
耍。在明信片背后，小陈写道，“感谢你们！从
落地上海那一刻起就目睹无数工作人员奋
战在一线，真心感谢你们的付出，是你们控
制了疫情，也温暖了我们的心。”

小陈走后 4个小时，他的那间房间再一
次被“重启”：全方位消杀、铺装床单被套、更
换生活用品， 一切都在凌晨进行得井井有
条。太阳再次升起时，新一批集中隔离人员
来到这里，浦东新区第 8医学集中隔离观察
点，又一次满负荷运转起来。

董沛晶是浦东第 8 集中隔离点的负责
人，今年 1 月，董沛晶结束了为期三年的援
疆工作，回到了原单位———浦东医院，出任
医联部常务副主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

他正在家中休养，每每看到新闻里有关疫情
的报道，他心急如焚。3月初，他向上级部门
提出希望早点结束休养，奔赴抗击疫情第一
线的想法。“作为一名医生，疫情就是我们的
战场。3月开始， 境外疫情输入风险加大，我

想去前线支援， 如果能把风险控制在第一
线，后方家园就会多一分安全。”

3月 3日入驻第 8集中隔离点后， 他再
也没有回过家，带领着 30多位来自卫健、公
安、环卫、酒店后勤等方面的工作人员，24小
时待岗，满负荷运转，把一家四星级酒店打
造成了一座疫情期间的“临时堡垒”。每天，

董沛晶和同事们都像“打仗”一样。一旦有人

员解除隔离，离开隔离点，他们就会第一时
间冲进房间，按照标准程序，给房间来一次
彻底的打扫消毒，哪怕是深夜凌晨，这项工
作也不会耽误一分钟，整个隔离点 250张床
位保持着高效无缝运转。

对隔离点工作人员来说，再也没有比入
境人员离开时，悄悄在床头留下一份感谢信
更令他们高兴的事了。因为，“在温馨、舒适

的环境中度过回家前的 14天”， 这句承诺，他
们做到了。

“人员信息收到了吗？”“房间安排有什么
问题？”……在浦东另一个集中隔离点里，一位
年轻小伙急匆匆地在各个工作人员间来回交
代工作。他叫杨佳伟，是一名 90 后，也是老港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技人员，如今则是隔离
点的一名小组长。按照惯例，工作人员当班 14

天后可以休息两周， 然而杨佳伟在第一轮 14

天工作结束后，主动请缨留下来“连轴转”。

“叮铃铃……”在酒店大堂的另一边，一部
电话铃声不断。“您好，请问有什么能帮您？”接
听电话的也是一名 90后小伙，“好的， 我们尽
快把手纸给您送过去。”

特殊时期，光明中医医院检验科医生陈晓
旦当起了兼职的 “酒店前台”。 他展示了一张
表，上面按楼层写下了隔离人员的需求，“就这
一下午，我已经接了 29个电话了，住客们有的
需要纸巾、洗发液，也有感觉不舒服，想马上检
测体温的……只要有需求，我们会尽量满足。”

走出污染区、半污染区，就是隔离点工作
人员住的清洁区。走道的墙面上贴着漫画家小
林为医务人员创作的漫画，每名工作人员房间
的门口，还摆着一个花瓶，里面种着的是紫色
的风信子。

风信子的花语是： 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
可同享丰盛人生。

看特殊时期的上海“店小二”
这段共克时艰日子里，上海各级政府部门和广大企业之间，距离前所未有地拉近

■本报记者 徐蒙 舒抒

全市企业复工复产以来，上海市国资委
的办公电话成了热线。为了落实国企为中小
企业免租金政策，国资委的相关处室第一次
干起了服务 7万多家民营中小企业的“店小
二工作”。

“不光要解答政策，还要多方沟通，协调矛
盾，太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国资委工作人员
感叹，有点像在社区里弄当“老娘舅”的感觉。

2月 8日上海“支持企业 28条”政策出
台，2月 10日开始全市企业有序复工复产，3

月份市区两级领导干部集中走访企业、切实
解决实际困难……这段共克时艰的日子里，

上海各级政府部门和广大企业之间，距离前
所未有地拉近。

特殊时期里，上海政府部门的“店小二”

们发现， 企业就像这座城市里的居民一样，

有五花八门的急难愁。 他们迫切需要的，是
就近找到人，是及时解决问题，是有一个“安
居乐业”的发展环境。

“把企业当作居民”“像服务居民一样服
务企业”，经历疫情考验的上海，许多“店小
二”在实践中形成了新的服务共识。

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写在文件上

要尊重企业“按照自己的节奏运行”

从意大利回国的留学生写给隔离点工作人员的感
谢信。 均浦东新区宣传部供图

浦东集中隔离点工作人员正
在检查入住信息。

3月 27日，在上海洋山港自动化码头，港口停泊着多艘超大型集装箱船，码头上自动导引车往来穿梭，桥吊和轨道吊作业一片繁忙。据介绍，随着复工复产加速推进，洋山深水港的国际进出
港和国内进出港支线集装箱船舶流量稳步攀升，3月以来完成装卸作业量 120万余标准箱，日均吞吐量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 90%以上。 本报记者 李茂君 司占伟 摄

“只要在这里经营，服务工作就我们兜底”
“不管企业在哪里注册，税交在哪里，只

要在陆家嘴经营， 服务工作就是我们来兜
底。” 陆家嘴管理局经济发展服务部处长梁
庆打了个比方：就像社区居民，不管是不是
人户分离，住在哪个社区，遇上事，人们总是
先找当地街道居委。

最近，世纪大道上的世纪大都会写字楼
里，美国苹果公司位于上海的五家相关板块
分公司同时拿到了陆家嘴管理局开具的复
工复产证明件。五家公司中，三家注册在浦
东，两家注册在外区，但企业遇到复工复产
困难，最先想到的求助对象，还是所在地的
政府部门。

薄薄一张证明纸，开起来不麻烦，但关
键是需要有人担责。“企业在我们辖区内复

工，就是我们的责任，不能让他们来回折腾，

一张担保函上盖一堆章。”梁庆表示。

人员出差、门店重开、供应链恢复……

有了政府的帮助支持，苹果在上海的各家公
司得以全国各地走访客户、洽谈业务，协调
上下游供应商恢复经营。为此，苹果公司特
地向陆家嘴管理局等浦东新区相关政府部
门发来感谢信。

疫情期间，居民“闷”在家中时，“小巷总
理”兜着底，人们便能安下心来；复工复产
时，企业怕奔波、怕耽搁，大到苹果这样的跨
国巨头，小到一家家沿街店铺，都想着能找
到有求必应的“楼宇总理”“园区总理”……

徐汇区建业里， 黄秋平经营着一家花
店，她和同行们建了个微信群。疫情期间最

困难时，大家的现金流、营业额急转直下，群里
每天分享信息，交流怎么渡过难关。“花店太小
了，一开始，我们确实感到无助，只能抱团取
暖，不知道谁能帮忙。”

3月初， 黄秋平先是接到徐汇区税务专管
员的减税电话，后来又通过微信获得了详细的
政策推送：3月 1日起至 5月底，小规模纳税人
征收率从 3%降至 1%。

推送政策之余，徐汇区税务专管员详细询
问了花店今年 1至 2月的开票情况，得知有些
发票依然按照 3%的税率开具后， 立马提醒黄
秋平追回发票。“现在估算下来，3至 5月可以
少缴增值税约 2万元。”黄秋平告诉记者，如今
那个“抱团取暖”微信群里，大家交流的话里明
显多了信心，就算客流还没有恢复，安全感却
先一步回来了。

疫情期间，上海不少区里，还有一批特殊
的“店小二”坐镇服务一线。在宝钢，宝山区委
书记汪泓到企业现场办公，为企业协调海关口
岸部门的物流运输事项；在金山重点企业建设
现场，区委书记胡卫国为企业协调跨省“点对
点”包车，接工人返沪；在静安，区委书记陆晓
栋记下外资总部复工时用餐、 出差等各种困
难，一一落实解决…… 下转荩4版

刊 4版荩

洋山港一片繁忙

协同增效，联手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
刊 3版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