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20日，多多大学讲师和云南文山“三七之乡”的 8

县市 100?名扶贫干部、商家交流电商直播，分析贫困地
区如何抓住直播红利。上海援滇干部，西畴县副县长吴川
（右）介绍了拼多多开店的“西畴经验”。 陈曈 摄

9月 7日，在“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
动仪式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右一）打开拼多多
APP，在丰收馆中领券、下单，和平台近 7亿用户一起助力
丰收节。 安舜 摄

自今年 2?以来， 消费扶贫等各种助农活
动累计带动平台相关专区共计成交 4.9 亿单，

卖出农副产品总计超过 29.3 亿斤， 帮扶农户
超百万户。这是上海新电商平台拼多多在国家
扶贫日到来之际，交出的最新答卷。

2019年， 拼多多农副产品销售额达到 1364

亿元，成为中国最大的农产品上行平台，今年这
一数字预计将突破 2500亿元。今年，这家成立仅

5年却已积累了近 7亿用户、成交额过万亿元的
头部电商平台，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
奖，是今年上海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企业。

在成立至今的 5年时间里， 这家 “腿上有
泥，身上有土”的电商平台，如何成长为脱贫攻
坚战中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从聚力脱贫攻坚到
投身乡村振兴， 这家立足农业的新电商平台还
将带给人们怎样的惊喜？

扎根上海的拼多多持续探索完善新技术新模式，为全国农产区搭建农副产品上行大平台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农地云拼”不寻常
文/?宇

2020国家扶贫日专题

百县直播，电商“新农具”助力消费扶贫
在高世龙考虑怎么将直播这一“新农具”带进“苞米沟变

成了金子沟”的大北山村时，在与他相隔三千多公里外的祖
国西南，上海援滇干部、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副县长吴川已
经在直播间里忙得热火朝天。

“虽然我们西畴只是个边陲小城， 但北回归线横贯
全境，使我们这里出产的紫皮洋葱个大、皮厚、水分多、

辣味足，富含花青素。下面，我们就从选料、下刀、配料和
烹调几个方面，向大家介绍我们文山人是怎样用洋葱佐
餐的……”

当天，在西畴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展厅内临时搭建
的直播间里，吴川和西畴县委副书记、县长黄明勇双双上线
当起了“大厨”。他们一边与网友互动，一边介绍西畴出产的
紫皮洋葱、小米辣的种植条件、果形、口感和食用方法等。两
位县长一个小时的直播带货，店铺累计观看人数达 40万，粉
丝数增加 42倍，当天销量相比平日增加了 620%，一天销量
相当于过去一周。

据吴川介绍，西畴县从 2019年 9月开始，通过“公司+基
地+合作社+农户”模式种植了七百多亩洋葱和小米辣。基地
的蔬菜往年销往广东广西， 还出口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往
往四月份就能够全部销出去，然而今年受疫情影响，蔬菜面

临滞销风险。在这个过程中，与电商平台的及时对接响应起
到了重要作用。

“直播和拼多多这样的新电商平台， 给了贫困地区扬长
避短的机会。”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来自西畴的农副产
品很难与发达地区竞争。然而，通过直播这一“新农具”，两位
县长将西畴的生态环境、纯正的乡土特色直观地呈现在了全
国消费者的眼前。以此为契机，西畴发展了四五年的电商生
态，得到了新的突破和爆发。

吴川参与的这种直播， 拼多多今年已举办了两百多场。

今年 2月 10日起，拼多多在全国率先开启了“政企合作，直
播助农”，探索“市县长当主播、农民多卖货”的电商消费扶贫
新模式。 截至 9月 30日， 拼多多市县长助农直播已超 220

场，超过 400位市、县、区等各级主要负责人进入助农直播间
推介本地农副产品。2月以来， 消费扶贫等各种助农活动已
累计带动平台相关专区共计成交 4.9亿单，卖出农副产品总
计超过 29.3亿斤，帮扶农户超百万户。

搞一次直播，开一批店铺，推一批品牌，培训一批人才，

这一套系统化的模式， 已成为拼多多独具特色的扶贫抓手。

这套“直播+开店+推品牌+人才培训”模式的成果之一，是众
多新农人涌现，在各地的脱贫攻坚事业中发挥作用。

首创“拼”模式，成为“神奇的多多”
神了，来自长白山的新鲜人参，也可以“拼”着买！

在拼多多平台的一个店铺里， 毛重约 30—50克的人参
买 2 送 1，已拼 150 多万件。网友们只是惊诧于其性价比之
高，却不知众多这样的网店在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脱贫攻坚
中贡献着力量。

“我们是原产地发货， 薄利多销， 从地头直达餐桌，通
过拼多多平台销售， 去掉了所有中间不必要的环节。人
参过去都是作为礼品出现的高档商品，我们在保障人参
品质的前提下，去掉了所有不必要的包装，控制成本。”靖
宇县龙泉镇大北山村驻村第一书记高世龙介绍， 这些年，

网店带动全村 155 户、290 人脱贫增收，成立较早的网店去
年实现单店营收 1200 万。这样的成绩，对于以往全靠种苞
米、大豆的山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拼多多独特的“农地云拼”模式，把消费者长时段的分散需
求汇聚成短周期的批量需求，这种巨大的需求吞吐量，让“需求
飞轮”拉动“供给飞轮”转动起来，建立让农民增收、让消费者得
实惠的农产品“超短链”。经由这条农货上行“超短链”，吐鲁番

哈密瓜 48小时就能从田间直达上海消费者手中，价格比批发
市场还便宜；受疫情影响一度面临滞销的云南紫皮洋葱，打包
卖到了北京，价格只有超市的五分之一。借助人工智能、移动
互联网等技术， 拼多多将全国贫困县的农田， 和城市的写字
楼、小区连在一起，成功建立起了一套可持续扶贫助农机制。

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受益于平台经济成长起来的新
农商，也展示出了产业兴农给乡村带来的经济韧性。今年疫
情以来，大北山村不少村民无法外出务工，经过村中组织参
与到电商销售的工作中，这些原本只能闲在家里的人反而忙
碌了起来。

“拼多多特别适合我们这样产地集中化、 批量化的村
庄，把产地农产品在短暂的成熟期内顺利卖出去。”高世龙
说，在做好了品控之后，自己就开始琢磨电商经营转型的事
儿，考虑在一些直播平台尝试每天直播带货。“一切都是边学
边研究， 我想培养一些农民成为电商平台上的带货直播达
人，以后在田间地头儿直播。我们要把最淳朴的民风展现出
来，把最好的产品带到消费者面前。”

“平台+新农人”，多多大学推动人才振兴

“现代农业不是过去的农业， 现代农业是个高科技的
农业，不是脸朝黄土背朝天，都是机械化、电气化、智能化
的农业。”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
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的直播活动中向全国

青年人发出的寄语，他表示青年农民是国家的希望，

现代农业研究需要更多的知识青年。

作为拼多多优秀新农人代表， 四川大凉山返乡创业的
“95后”空姐何爽、陕西平利县电商脱贫带头人王秀梅一同
在直播现场全程聆听了袁隆平的嘱咐。

何爽是凉山州会理县土生土长的川妹子， 借助拼多多
“多多果园”， 短短三个月内帮助家乡卖出去 800万斤石榴。

她表示，“我们这代年轻人是幸运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
国家政策，让农村遍地是机会，我们也要积极丰富见识，用学
来的新技术、新知识建设家乡”。

31岁的王秀梅是平利县电商协会秘书长， 通过种植绞
股蓝后在拼多多进行销售，她牵头成立的合作社带动了 51

户贫困户顺利脱贫。今年王秀梅试水直播，店铺一度成为拼
多多养生类目好评第一名。听完袁老教诲，她说：“回去之
后，我要培训一批乡村主播，用电商直播的新模式介绍平
利、介绍陕西。”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如袁隆平院士所说，现代农业
的发展需要人才， 未来的乡村建设需要更多新农人的参与。

自 2015年 9月运营之初，拼多多就提出了“平台+新农人”体
系，通过市场机制下合理的利益分配，引导大学生返乡创业。

2018年，拼多多创立“多多大学”，建立线上线下两条专业性
“扶贫产品上行与互联网运营”课程培训通道。截至 2019年
底，“多多大学”的线下课时累积达 1400小时，覆盖 12省，共

计 5591名农村学员；截至目前，已累计带动超过 10万名新
农人返乡创业，助力脱贫攻坚，同期线上专业课程累积触达
49万扶贫产业经营者，覆盖全国所有的贫困地区，带动近 20

万建档立卡户脱贫。

今年 6月，中国农业大学智慧电商研究院发布《2020中
国农村电商人才现状与发展报告》， 对未来农产品上行电商
人才需求作出了“2025年缺口为 350万人”的预估。为此，拼
多多于 9月 22日宣布， 随着 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启动，

平台开启的新一轮 10万新农人培育计划， 将不断完善新农
人的人才引入机制和本土培育机制，强化乡村的人才支撑。

2019年拼多多农副产品销售额达到 1364亿元， 成为中
国最大的农产品上行平台。2020年，持续开展“百县万商、人
才兴农”新农商培养计划，农产品销售额预计将突破 2500亿
元。因农而生的拼多多，有着一颗向农而兴的雄心。在刚刚过
去的拼多多五周年庆内部讲话中，拼多多董事长黄峥特别强
调， 拼多多还要在农业领域继续做大量重投入和深度创新。

“我们愿意去做大量的重投入，深度的创新，愿意扎扎实实的
改造我们的传统农业，改变流通。”

可以想见，未来，一批受教育程度较高，熟悉互联网，爱
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将继续得到平台大力扶持，

引入全国各地的农产区，通过大规模农产品上行，带动农村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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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1日，瞭望智库发布《2020

年新农人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报告》 认为，“工业品下乡，

农产品进城”的趋势，不仅推动城
乡经济形成稳定的正向对流，同时
也为参与其中的平台型市场主体
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报告》 以目前全球增长最快
的电商平台拼多多为例，详述了以
农产品上行起家的拼多多依托高
频的农产品消费带动低频的工业
品消费增长；此外，在销售农产品
同时， 拼多多也注重新农商的培
育。《报告》将拼多多的农产品上行
战略， 概括为模式创新+人才培育
两大核心体系。

《报告》认为，新农人已经成为
农产品上行的重要力量。 同时，也
给“新农人”赋予了明确含义，新农
人即是指促进和带动农产品上行
发展的农业电商人才，主要具备四
点技能： 一是懂农产品种植技术；

二是建立农产品品牌意识；三是拥
有基本财务知识； 四是懂营销、物
流和供应链常识。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智慧电商
研究院估算，未来五年农产品电商
人才缺口将逐年上升至 350万。总
结培育新农人的特征，并挖掘现有
成功实践案例是增加新农人供给
的有效途径，因此，瞭望智库将目
光聚焦到拼多多。

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电商平
台， 拼多多正迅速成为全国最大
的人才兴农平台。 截至 2019 年，

平台直接带动 8.6 万名新农人返
乡创业 ，直连农业生产者超过
1200 万。

《报告》认为，拼多多的“平台+

新农人”的体系可以追溯到其创立
之初的 2015年 9月。“通过新市场
机制下合理的利益分配，引导受过
高等教育、了解互联网的新型职业
人才返乡创业。”

在拼多多成立初期，通过以新
农人为分布节点，对农产区的产品
集聚、分级、加工、包装等生产和流
通环节进行梳理整合，推动区域性
农产品上行，从而在短时间内形成
由点到面的裂变效应。

针对本地新农人，拼多多设置
了专人对接机制，同时进一步划拨
专项流量扶持。在此基础上，平台
开始推动有条件的农产区，由初级
农产品向农产品加工以及其他延
伸产业链发展，以提升农业的附加
值。在此带动下，在云南、贵州、广
西、海南等省份及省内少数民族自治州，集中诞
生了一批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现代农
业产业园区，使得越来越多一、二产业，开始在农
村地区实现融发展。

早就认识到人才是关键的拼多多，目前已经
形成了完备的“新农人培育计划”。“多多大学”是
拼多多旗下核心官方培训平台，致力于设计高度
匹配的内容培训体系，帮助商家成长。拼多多平
台上很多活跃商家，都是通过多多大学与高校合
作而接受学习培训的。

截至目前，“多多大学”的线下课程已经覆盖
21个省份，培育本地学员 6700多名，直接引导店
铺超过 3900家。在此基础上，平台还将各地区的
线下课程，通过线上进行大规模的推动，累计触
达了超过 60万的农业经营者。

《报告》 认为， 从拼多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
出，“农地云拼”模式结合不同时期的“新农人培
育计划”， 是拼多多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电商行业
中，迅速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四川大凉山石榴产区，95 后空姐何爽（前排右一）返乡创业，通过拼多多实现销售额超 3000 万元，带动当地一批
农户增产增收。 穆功 摄

四川凉山扶贫车间的彝族绣娘在向拼多多网友介绍
彝绣。 安舜 摄

疫情期间，多多大学讲师向山东寿光学员在线授课。

钱江 摄

丰收节直播活动中，新农人代表、陕西平利县电商脱
贫带头人王秀梅（中）与两位央视主持人一同聆听袁隆平
院士的嘱咐。 安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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