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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了樱桃 富了农户
——四川德昌特色农货借力电商平台丰产又增收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樱桃是各种水果中，线上销售综合
难度比较高的，如果樱桃做得好，其他品
类也就不成问题了。”赖建峰说，过去他
做过种植户，那时主要靠线下收购商上
门收购再层层分销，转型成为电商人后，
他开始直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能更好
地向种植户传达信息，帮助消费者选择
合适的产品。
得益于环环相扣的品质把控，赖建
峰在电商平台上的销量逐年递增。他
的店铺“傈珍特产”专售德昌土特产，目
前上架的水果包括樱桃、枇杷、桑葚等，
累 计 销 售 量 突 破 10 万 单 ，曾 多 次 入 围
“枇杷畅销榜”
“ 樱桃畅销榜”等拼多多
榜单。

欧阳靖雯
四月的德昌天高云淡，红似玛瑙的樱
桃漫山遍野。又是一个丰收季，农户们忙
里忙外，上下山的路都被一辆辆满载水果
的货车挤满，车流不息，似乎没有歇下来
的时候。
“ 我 们 村 里 家 家 户 户 都 种 樱 桃 ，前
年才卖三四块一斤，去年最高的时候卖
到了 20 多，涨了好几倍，今年竞争激烈，
上市价也卖到了 15 块左右。”说起本地
小樱桃这两年迎来的变化，农户王长友
喜不自禁。
王长友家住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德昌县德州镇角半村，村子是闻名遐迩的
“樱桃之乡”，主要种植中华樱桃。但过去
受交通不便、包装运输难度大、品牌知名
度低等因素限制，村里的樱桃难逃“丰产
难增收”的怪圈。
伴随电商进村，德昌县以樱桃为代表
的特色水果打通了线上通道，不仅走出川
蜀，远销全国各大城市，产地价也实现了
数倍增长，极大提升了农户种植积极性，
使水果产业成为当地真正的富农优势产
业。电商也无形中提升了德昌特产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使得昔日“穷山沟”变身知
名的电商村。

从
“卖不上价”到不愁卖
王长友告诉记者，他家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种樱桃，一直卖不上好价钱，3 年
前，还只卖几块钱一斤，最差时甚至卖过 2
块、3 块，与国外车厘子的价格相差甚远。
王长友的邻居李远刚证实了他的说
法。这位出生于 1986 年的青年对樱桃的
种植和销售情况了解得更全面。他介绍
说，2019 年之前，角半村的樱桃主要由来
自西昌、成都等地的商贩收购，平均售价
在 5-7 元左右。如果家里有几亩樱桃地，
一年收入也就是几千元，扣除采摘、肥料
成本后所剩无多。因此，过去村民对于樱
桃树没什么管理热情，许多年轻人外出打
工，樱桃价低的年份，甚至干脆让樱桃烂
在地里。
交通问题曾长期制约德昌樱桃产业
发展。位于大凉山深处的德昌，近些年才
因京昆高速和 108 国道的开通由“天堑变

“穷山沟”蜕变新电商村
樱桃上市季节，四川德昌县角半村村民们迎来丰收，产地价高达 15 元一斤。
吴小川 摄
通途”。此外，樱桃上市时间也短，通常只
有 20 多天，加之皮薄肉嫩，不易保存和运
输。因此，德昌樱桃过去长期只能销往周
边县市，再远也只能卖到川渝中心城市成
都、重庆，销售半径相当有限。
为角半村樱桃带来转机的是以赖建
峰为代表的电商从业者。
今年 44 岁的赖建峰是德昌本地人，
果农出身。平时他就喜欢在社交平台上
晒自己种的水果，一开始是纯“晒”，后来
由于越来越多外地朋友看到他发的照片
找他购买，赖建峰逐步走上了电商销售水
果的道路。
四年前他开始接触新电商平台拼多
多，并于 2021 年上线小樱桃，日销上千单
并跻身平台畅销榜单，成功帮助王长友等
种植户打开樱桃销路，助力大凉山小樱桃
迅速成为平台爆品。
今年，王长友在 5 亩地上种了约两三
百棵樱桃树，现在他正在采摘第一批成
熟的樱桃。王长友告诉记者，其中品质
最好的一批果子单价已卖到 15 元左右，
按照去年的经验，算下来今年可以卖 3 万
元左右。
“有了电商以后，从卖不出去变成不
愁卖，而且村民的种植收入平均至少都
要翻一倍，村民管理热情就更大了。”李
远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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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助农

□□

农产品电商

严品控、高标准、保质量
开网店的第一年，赖建峰就选定了自
己的目标——只卖高品质的水果。他向
果农提出的要求是，只收购品质最好的那
一批果子，同时他出的价格也比普通线下
收购商和其他电商更高。
“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们收货要求高，
但还是争先恐后的愿意卖给他，而且也开
始更积极主动施肥和打理自家的樱桃树
了。”王长友举例说，比如樱桃，从选品看，
他要求颗粒大、饱满、无坏果，8-9 分熟；
采摘时间上，他只收上午 11 点以前采摘
的鲜果，因为经过中午阳光照射以后果实
变软，容易破损，很难保证送到消费者手
中时的品质。
尽管要求高，但角半村的村民仍然愿
意早上五六点就打着手电筒出门采摘，用
摩托车或手提，把自家樱桃送到赖建峰设
在村内的收购点，当面验货。
在包装和运输上，赖建峰也颇为讲
究。由于樱桃更为娇嫩，他取吸过去卖
杨梅的发货经验，采用了真空包装，配以
冰袋保鲜。物流则与顺丰合作，保障运
输时效。
赖建峰目标清晰，要严格做好品控，
宁愿少“爆”一点量，少卖几单，也要全方
位保障消费者拿到高品质樱桃。

对于赖建峰这样的电商新农人来说，
做电商是幸福的。
“过去做种植，我只能凭
一个人、一户人的力量来种出好水果，现
在有了电商平台，我可以帮助更多的种植
户把家乡的好水果推介给全国的消费
者。”赖建峰说。
在赖建峰的家乡角半村，已有约六分
之一的樱桃成规模地通过电商平台销售
出去。像赖建峰这样的传统果农转型而
来的新电商农人越来越多。每年 4 月，当
地农户会通过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和照
片进行点对点销售，参与到电商环节的采
摘、分拣、打包的村民，在农忙时节还有不
少额外收入。
这背后是德昌多年来对电商发展的
持续扶持和鼓励，2021 年德昌县入选商务
部“2021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名单。
据德昌县商务经济合作和外事局副
局长李沛介绍，自 2015 年以来，德昌县持
续推动电子商务进农村，动员农户在网
上销售地方特色农产品，开展电商购销
业务，目前德昌县已建立覆盖全县乡镇
的 80 多个电子商务站，县级的电子商务
产业聚集区，已配套了涵盖企业孵化、培
训指导、产品展示、产品分拣等功能的服
务体系。
数据显示，2021 年德昌县地区生产总
值 86.1 亿元，电商平台的交易额则达到
7.5 亿元，占比接近 9%，电商已经成为拉动
地方经济的重要力量。

贵州遵义市红花岗区

线上销售促进林下经济发展
金轩

□□

初春时节，林间草木滴翠。行走在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金鼎山镇板桥村
的密林深处，一只只正在追逐觅食的绿
壳蛋鸡打破了林间的静谧。
“我们的蛋鸡都是‘散养’的，也就是
大家口中的‘跑山鸡’。吃的是林中虫草，
吸的是林中空气，所以产出的鸡蛋品质很
高，营养价值也很丰富，很受市场欢迎。”
提到自家的绿壳鸡蛋，遵义市业源种养殖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汪明先自信满满。
据了解，汪明先是板桥村最早一批
发展绿壳蛋鸡产业的养殖大户之一，共
育有绿壳蛋鸡 4 万羽，日产蛋量可达 2 万
余枚，产值超 3.5 万元，已基本覆盖本地
市场，并通过电商平台等渠道远销广东、
上海、深圳等城市。
如今，绿壳蛋鸡养殖产业已经成为板
桥村的支柱产业之一，全村养殖规模已突
破5万羽，带动群众年增收1万元以上。
“目前，我们已经申请注册了‘恋板
桥’商标，正在筹备成立蛋鸡养殖协会，

下一步将由村党组织牵头，实行统一品
牌、统一饲料、统一技术、统一销售、统一
防疫的‘五统一’管理方式，力争 2022 年
将全村养殖规模扩大到 10 万羽，进一步
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致富增收！”板
桥村党支部书记罗绍洪介绍道。
“发展林下经济，能充分利用林下空间
和林下资源，增加林业附加值，促进林业可
持续发展。”红花岗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
说，近年来，红花岗区立足区位林情实际，
着力于提高林业资源利用率，积极发展林
下种植食用菌、中药材和林下养殖。
据统计，2021年红花岗区完成林下种
植面积400余亩，产值500余万元。完成林
下养殖面积2900余亩，产值1100余万元。
“接下来，我们将以党建引领定方
向、深度融合促发展，深挖林地发展潜
力，借‘林’发力，做足‘林’文章，切实把
林下经济作为纵深推进农村产业革命的
重要突破口，打造以林下养鸡、养蜂、食
用菌、中药材为重点的红花岗区林下经
济名片，推进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红
花岗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

甘肃陇南

电商不仅卖产品还卖风景
□□

王小元

在陇南，电商不仅是卖产品、还卖风
景、传文化、讲政策，
“ 人人是主播、万物
皆可播”的电商氛围正在形成。
陇南从 2013 年开始发展电商，致力
于将 9600 余款优质农产品通过电商带
出大山。2021 年陇南农产品电商销售额
达 50 多亿元，电商对农民，农村居民可
支配收入的贡献额达 1000 多亿元。
聚焦优势产业，发展体验电商。近
年来短视频社交属性越发突猛。2021 年
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了 9.34 亿人，使用
率达 90.5%，对此陇南市聚焦优势产业，
连续举办了陇南电商短视频直播大赛，
“一起去陇南”全网播放量已经超过了 22
亿。今年，陇南市将准备第五次举办全
国性的短视频大赛。
培育本地主播，鼓励跨境贸易。陇
南今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电子商务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以政策扶持为抓手，培

育千万级，百万级和十万级以上粉丝带
货主播和两万家常态化运营网店。鼓励
电商企业开展跨境贸易，吸收本地的电
商企业，还有传统商贸企业，打造一站式
购物应用平台。
加强数据应用，推动数商兴农。陇南
市也通过建设 1＋9 电商数据采集分析应
用系统，打通行业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将
生产，仓储，营销，配送，追溯等各个环节数
据资源进行了长期的沉淀。经分析后已经
应用到了各个环节，指导了企业合作社以
及其他部门进行精准实测和降本增效。
深化项目实施，探索寄递新模式。
为解决村级服务站点人员少，存活难问
题，陇南市积极探索及配备了村级公益
性岗位，为解决人的问题，还整合了邮
政、供销、金融以及同城配送等站点的功
能，确保了项目实施后乡村站点能够常
态化的开展服务。同时，陇南市也及时
地总结配送经验，探索陇南农村地区服
务的新模式。

浙江天台

村播联盟为农货注入“云”
动力

新电商·新农人

梁真真：
“织女”做电商不卖产品卖技术
□□

杨艳旭 江帆

一捆麻绳、几片碎布、几个废弃不用的
盒子，在她手里，不大一会儿功夫，就变成了
漂亮时尚的餐巾盒、首饰盒等工艺品……4
月 17 日凌晨，河南省宝丰县张八桥镇没梁
庙村村民梁真真坐在直播间里，向全国各地
爱好手工编织的网友展示着她的“魔法”。
“这部手机，现在已经成了俺第二块‘责任
田’！”梁真真打趣地说。
今年 35 岁的梁真真，大学毕业后卖过

车、开过服装店，在外折腾了几年，也没有
挣到多少钱。去年 4 月份，一个偶然的机
会，她看到附近的许多村民靠直播卖货赚
到了钱，就想着尝试一下自己喜欢的手工
编织技术。
“ 咱县是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县里有扶持政策，镇里有电商
基地，还能免费参加培训，只要愿意干，就
一定行！”得知她的想法后，镇电商办主任
周怡鼓励她说。
在周怡的鼓励下，梁真真一边带孩子，
一边开辟起网上“责任田”。她从网上买来

材料，按照教程边学习边琢磨，心灵手巧的
她很快就掌握了编制技术。
于是，每天早上 5 点，直播准时开始，
一部手机、几捆麻绳就是梁真真的直播工
具。因为她的作品全是纯手工制作，绿色
环保，古朴自然，款式时尚还总能加入现代
创意，充满设计感，博得了大量粉丝的喜
爱，越来越多的的人在网上购买她的编织
品和材料，梁真真也成了当地有名的“编制
网红”。不到一年的时间，她就收获了 3.8
万粉丝的青睐。

“我现在不怎么卖成品，主要是教学员
和卖材料，一月毛利润可达 1 万多元，每天
工作 3 个小时，每月净赚 7000 多元不是问
题。”梁真真自豪地说。
不久前，梁真真接到了张八桥镇电商园
的邀请，在公益课堂上为镇里的留守妇女传
授编制技艺。3 个小时的直播结束后，梁真
真简单吃过了早饭，就开始认真备课，
“我希
望能带动身边更多的妇女，通过自己的巧手
走上致富路，这也是我今年的目标。”她坚定
地说。

行业聚焦

《2022 中国农产品电商发展报告》发布——

转型与创新成发展新热点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欧阳靖雯

“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是 2021 年农产品
引用户、拓展团长开始向内深耕，各平台开
电商发展的新热点，目前农产品电商新模
始往农产品上行、供应链优化、冷链物流和
式层出不穷，国企、县域电商、互联网平台
仓储建设、农村网点建设等方向积极发力。
近日，由中国食品（农产品）安全电商研
都在持续发力模式创新。”中国食品（农产
作为不少地区县域经济的新引擎，农产
究院、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办
品）安全电商研究院院长、
《报告》主创洪
品电商发展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报
的 2022 中国农产品电商高层研讨会在线上
涛说。
告》指出，目前县域电商服务中心正呈现数
举办。来自行业主管部门、高校、县域电商
如今，多样的创新型模式正在农产品电
字化转型的趋势。
“ 数字供应链的建设对未
管理部门及产业企业的专家围绕疫情防控
商领域里遍地开花。据了解，网库集团的
来电商发展至关重要。”洪涛建议未来县域
常态化背景下农产品电商的发展新路径展 “百家优品中国行”、国家城乡供应链创新应
电商服务中心应顺应数字化趋势，转型为
开了深入探讨，会上还发布了《2022 中国农
用示范企业的各类实践、平阳县域电商的数 “数字供应链的控制塔”。
产品电商发展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
字化转型、一亩田的“灯塔行动”、惠农网数
挑战也伴随发展而来。
《报告》提出，目
2021 年我国农产品电商整体呈平稳有
字农产品品牌模式、数字农产品“电商+保
前我国电商发展还面临“两张皮”现象严
序发展态势。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农村网
险”
（如供销 e 家、棉花交易市场、832 平台）， 重，农产品电商文化滞后、农产品电商模式
络 零 售 达 2050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23% 。 各类互联网平台旗下的社区团购、网络直
同质化、网络直播违规行为以及“虚假种
2021 年上半年，农村地区快递收投量就已经
播、
“品牌+”等新模式都在过去一年中不断
草”等问题。
超过 200 亿件，每天有超过 1 亿个包裹在农
迭代。
“目前农产品电商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村进出。2021 年我国农产品物流额首次达
“近几年，社区团购已成不少中高风险
中国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
到 5 万亿元，未来五年农村的快递包裹规模
区居民物资保供的重要方式，未来也将呈现
陈月敏则表示，质量参差不齐、品牌特色不
将持续增长。
“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构建日
常态化趋势，会与其他业态创新常态发展下
强、专业人才稀缺、基础设施不全等是限制
处理超 10 亿件、服务超 10 亿人的寄递网络
去。”洪涛说。
《报告》也指出，社区团购从快
国内农产品电商发展，特别是农产品上行的
三倍于现在的规模。
速发展到行业深耕，从之前的扩大市场、吸
主要问题。
□□

未来我国农产品电商如何健康有序
发展？
“总体来说，农产品电商已从蓝海变为
红海，从快速发展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
期。迫切需要转变政策思路，从注重电商
销售转向优化、升级产业链、供应链，提升
企业品牌、产品品牌，进一步夯实农产品电
商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农业农村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未来农业农村部会继续加大
脱贫地区农村电商政策支持力度，深入推
进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充分用
好已有项目支持农村电商发展，并加强人
才培训。
“在发展时必须绷紧规则这根弦，我们
要倡导将竞争对手变成竞争伙伴’的新电商
文化，避免同质化竞争，避免趋同投资，避免
重复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的农产品电商发展
模式。”洪涛认为，农产品电子商务宏观的趋
势是数字化、国际化、标准化、绿色化、网链
化、品牌化、规范化、生态化，并且在一两年
内不会发生变化。

□□

庞喜蓉

“我身后，就是主打亲子游乐主题
的峇溪谷乐园，被许多游客朋友称为
遛娃圣地。有羊驼、骆驼、小鹿、小天
鹅……”一走进浙江省天台县平桥镇峇
溪村，就看见村党总支书记王林辉在直
播镜头前笑脸盈盈地分享着自家小山村
的又一个网红打卡地。
今年以来，浙江省天台县平桥镇探
索推行“党建+互联网+村播”模式，依托
“红色 YI 站”党建联盟成立“村播联盟工
作室”，700 余名党员干部深入挖掘联盟
内的特色产业，以“卖特产、卖民宿、卖山
水”为重点打造“一片一品”的村播 IP，助
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目前已陆续开
展了“主播邀您品两天平桥味道”
“向往·
锦绣湿溪”
“古韵·张思三日游”等系列活
动，各联盟党组织书记和党员干部亲自
上阵为片区特色产业代言，直播带货效
应持续放大。
“刚开始做直播超级紧张，眼睛都不
知道往哪里看，是主播老师引导我去正视
镜头，把村里的特色亮点讲给观众听。”王

林辉想起自己第一次直播时被网友调侃
的经历哭笑不得，不过直播带来的效益也
是让他心满意足，
“开业当天上午直播间
最多的时候有涌入数千名观众，下午游客
就明显增多，一天的收益能有上万元，大
家都戏称这是山村版的‘迪士尼’。”
邀请网红主播助力带货，不如立足
乡 村 ，引 导 大 家 做 自 己 产 品 的“ 代 言
人”。该镇集聚党员和乡贤力量，挖掘有
一定流量经验的青年电商主播加入“农
民主播造星”培训班担任老师，采用线
上+线下“5+3”的授课模式分片区进行
指导，其中 5 天为“实境课堂”理论学习，
3 天为电商网红达人“一对一”实战训练、
分享成功经验，让学员全面掌握“短视频
直播”
“社交电商”等新型销售模式。
为积极培育“村播联盟”助农新业
态，平桥镇党委政府引导互联网企业和
快递物流公司等两新组织变身“共富合
伙人”，以“一对一”
“多对一”的方式结对
工作室，在直播间运营、产品销售、物流
保障等方面提供帮扶，打通农产品等线
上销售新渠道，为“示范窗口”建设增添
了更多的农味元素。

山东冠县烟庄街道依托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在加快发展主导产业的同时，创新
“互联网+”思维，充分发挥电商产业优势，将电子商务作为优势产业进行重点打造，不
遗余力支持、配合、服务、推进农村电商工作，助力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图为烟庄街道良友蔬菜直播人员正在通过直播销售水果黄瓜，平均每日线上销售已
突破 3000 公斤。
宗书蕾 摄

